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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邱海峰） 国
家外汇管理局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 月银行
结售汇逆差176亿美元，1-9月累计结售汇逆差
281亿美元，同比下降75%。前三季度，中国跨
境资金流动总体平稳，外汇供求基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当天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前三季度中国跨境资金
流动形势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银行结售
汇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较上年同期均显著收
窄。第二，外汇资金流动呈现双向波动。第
三，售汇率总体下降，企业外汇融资保持平
稳。第四，结汇率总体上升，市场主体持汇意
愿有所下降。第五，近期银行远期结售汇逆差
收窄并转为顺差。

另据外汇局统计，境外机构在中国资本市
场的投资增长较快。今年前三季度，境外机构
对中国债券和上市股票的净买入规模同比分别
增加 133%和 78%，截至 9 月末所持有的市值占
比为 2.2%和 2.8%，较 2017 年末占比均提高了
0.6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明显上升，包
括美元汇率走势、新兴市场风险状况以及中美
贸易摩擦等，但我国国际收支仍保持自主平
衡，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未来有利于我国
跨境资金流动平稳运行的条件依然充分。”王春
英说，但同时也要看到，贸易摩擦等因素仍然
复杂多变，将给全球经济、国际贸易以及金融
市场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和挑战，是世界各国普

遍关注和防范的重要风险，我们也将继续加强
监测、深入评估、积极应对。

外汇局强调，未来将在加快外汇管理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同时，采取综合措
施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一是继续深化重点领
域改革，实行更加广泛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二是保持对外汇违法违
规活动的打击力度，同时确保真实合规的跨
境贸易和投资不受影响。三是完善“宏观审
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构建跨境
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逆周期调节外
汇市场短期波动，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国际
收支平衡；完善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框架，维
护外汇市场秩序。

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王
俊岭）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
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
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发挥保险资金
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参与化解上市公
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为优质上市
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
持，维护金融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作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
举措，《通知》 主要有三方面意义：
一是有利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
流动性风险。通过专项产品形式，
保险资金可以为优质上市公司及其
股东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二是有利
于有效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和民营企

业发展。专项产品按照市场化原
则，向有前景、有市场、技术有优
势但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优质上
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稳定市场预期。三是有利于发挥保
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做实体
经济的长期资金提供者，从而更好
巩固市场长期投资的基础。

银保监会表示，未来将进一步
支持保险机构增加对上市公司财务
性和战略性投资规模，调整和优化
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领域监管制
度，对符合国家战略和宏观政策导
向的项目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为
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长期资金和资本
性资金。

本报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聂
传清） 记者 25 日从在京举行的 2018
北京秋季茶博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北方茶业盛会——2018 北京国际秋
季茶产业博览会将于11月3日至6日
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展会由深圳市茶文化促进
会、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设国际标
准展位1000个，分为全国名茶展区、
港澳台/国际展区、老茶一条街、工艺
品展区、茶器美学区、紫砂展区六大
展区，吸引了国内外600余家品牌企
业参展。

据北京国际秋季茶博会项目经理
陈金盛介绍，六大茶类 （红茶、绿

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 以及
花茶代表企业将齐齐亮相，展示国茶
风采。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场茶
器美学盛会，茶器具、工艺品代表企
业以及紫砂艺人，将带来上万件茶器
臻品集中展示。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
长兼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志明说，本
次茶博会致力于打造茶文化嘉年华，
促进茶文化的传播和茶产业的发展。
本届茶博会将围绕茶品、茶艺、空间
美学等主题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

“好茶仓”杯茗战京津冀首届斗茶大
赛将首次在北方开启；第二届京津冀
茶产业协同发展研讨会将为传统茶文
化的产业转型升级建言献策。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通知

发挥险资长期稳健投资优势

国际秋季茶博会将在京登场

前三季度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平稳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白洁、王卓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月 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对华
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共同出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4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40 年前，两国老
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做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战略
决断，继邦交正常化之后，为两国
关系发展树立起又一重要里程碑。
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共
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确认了

《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包括
日方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及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重要表态，明确规定中
日两国要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
系。包括条约在内的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
础，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必须牢
牢把握的基本指针和遵循。

李克强指出，40 年来，中日关
系历经风雨考验，但和平、友好、
合作始终是主流。值此缔约 40 周年
之际，我们要坚持和平、友好、合
作的大方向，积极顺应时代潮流，
共同构建更加成熟稳健、务实进取
的中日关系。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取
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既深刻改
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未
来我们也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
放。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实现高质量发
展。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力度将越来越大，水平会越来
越高。这将为中日双方开展更高层
次的合作开辟广阔空间，创造更大
机遇。我们欢迎日方更加积极参与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续写合
作共赢的新篇章。

李克强强调，当前地区和国际
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一个重
返正轨并呈现积极发展势头的中日
关系，有着巨大合作潜力和发展机
遇，也面临困难和挑战。双方应当
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行稳
致远。

一是努力增进政治互信。双方
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战略
定位，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
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更加充分地体
现在实际行动中。在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基础上，本着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建设
性管控矛盾分歧，为两国关系稳定
健康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和环境。

二是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充分
发挥互补优势，进一步激发合作潜
力，不断拓展共赢空间，深化创新
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推动
双方合作提质升级。欢迎日方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中日互
利合作推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三是加强和深化民间交往。广
泛开展文化、教育、体育、地方等
各领域交流，将民间友好转化为中
日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支持推动
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扩大往
来，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支撑。

四是携手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作
贡献。中日作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
界主要经济体，要共同维护地区和
平，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维护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努力做亚洲乃至
世界发展的稳定轴、增长极和动力
源。

李克强表示，我们愿与日方一
道，牢记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
初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同
开创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

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和平友好条
约规定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指引
了日中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巨大发展，
日本也与中国一同前行。日中两国对
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
动日中友好合作持续发展，为促进世
界和平与繁荣作贡献。

来自两国各界约800名代表人士
出席招待会。两国总理同部分参与
当年缔约的双方人士及家属合影，
并共同参观中日经贸合作成果图片
展。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出
席相关活动。

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纪念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10月25日，为期4天的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简称“文博会”） 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北京文博会以“引
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将举办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六大系列百
余场活动。本届文博会有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展参会，国内20多个省区市组团参展参会，1200多家企业集体亮相。图为观众在了解
非遗作品毛猴。 王京生摄 （人民视觉）

“煤改电”实现清洁取暖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煤改电”采暖工程开始在褚邱村进行调试。截

至目前，全市涉及的3个乡镇、9个行政村4624户、10个事业单位的“煤改电”工
程已经完成，今冬将实现清洁取暖。图为国家电网河北省有限公司新乐市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在指导村民怎样使用电暖气。 贾敏杰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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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郑明达）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25 日在
北京会见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赛冲一
行。

汪洋说，中柬传统友谊源远流
长，中柬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友
好相处、真诚合作的典范。习近平
主席同西哈莫尼国王、洪森首相多
次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最
好时期。当前，双方要在共建“一
带一路”框架下，加快发展战略对

接，加大在农业、人文、青年、旅
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力度，为深化中
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出积极
努力。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柬参议院
保持各层级互访交流，夯实两国友
好的民意基础。

赛冲表示，柬方珍视与中方的传
统友好关系，愿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互
利合作，为巩固和深化柬中关系发挥
积极作用。

夏宝龙参加会见。

汪洋会见柬埔寨客人

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对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纪念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25日电
（记者张浩、陈文仙） 应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邀请，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10月 22日至 25日访问以色列，在耶
路撒冷分别会见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里
夫林总统，并与内塔尼亚胡共同主持
了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四次会议。

会见内塔尼亚胡时，王岐山表
示，以色列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
中东国家。建交后，两国关系一直
平稳健康发展。总理先生去年访华
期间，同习近平主席宣布中以建立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准确
反映了新时期中以合作的突出特点
和发展方向。

王岐山和内塔尼亚胡共同签署
《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 （2018－
2021）》，并见证了其他 7 份中以合
作文件的签署。

访问期间，王岐山还在耶路撒冷
出席了以色列创新峰会开幕式并发表
演讲；在特拉维夫出席了以色列创新
中心揭牌仪式并致辞，与魏茨曼科学
研究所专家座谈。

王岐山访问以色列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5日电（记
者董小红）我国目前乡村旅游发展态
势良好、形势喜人，2017年全国乡村旅
游达25亿人次，同比增长16%；旅游消
费 规 模 超 过 1.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3%，超过全国国内旅游收入的30%。

这是记者 25 日从在成都召开的

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经验交流现场会上
获悉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
书长周晓飞在会上说，我国乡村旅游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不仅成了国民
旅游休闲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推动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

去年乡村旅游达25亿人次去年乡村旅游达25亿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