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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14日电 （记者邱
海峰） 记者 1 月 14 日从国家外汇管
理局获悉，为满足境外投资者对中
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经国务院
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总额度由 1500 亿美元增加至 3000 亿
美元。

QFII 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
开放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境外投资者

投资境内金融市场主要渠道之一。
2016 年至 2018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
对 QFII 制度相关外汇管理进行了重
大改革，包括完善审慎管理，取消汇
出比例限制，取消有关锁定期要求，
允许 QFII 持有的证券资产在境内开
展外汇套期保值等，极大便利了境外
投资者通过 QFII 渠道投资境内金融
市场。

QFII额度增至3000亿美元QFII额度增至3000亿美元

1 月 14 日 ， 中 国 慈 善 联 合 会 在 京 举 办
“2018 中国慈善年会”，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总结、回顾慈善事业的历史成就。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陈昌智，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高晓兵以及来自主管
部门、社会组织、高校、企业、媒体等领域的
近 300 名嘉宾出席会议。年会围绕“慈善与改
革开放”主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
进行了展望。

慈善事业法治体系日益完善

“40 年来，在各级政府部门、慈善组织、
爱心企业、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绩：慈
善事业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社会捐赠稳定增
长、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陈昌智在致辞中说。

高晓兵指出，40 年来，我们紧抓战略机
遇，砥砺奋进，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改善民
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
展之路。以慈善组织为中坚的各类慈善力量迅
速发展壮大，慈善法治建设逐步完善，全社会
慈善意识明显增强，各类慈善活动积极踊跃，
在灾害救助、贫困救济、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扶老助残和其他公益事业领域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慈善
法为核心，以公益事业捐赠法、企业所得税
法、个人所得税法为补充的慈善法律体系，由
基金会管理条例、志愿服务条例等构成的慈善
法规体系。

网络募捐占总收入80%以上

高晓兵说，40年来，我们不断从人民慈善
实践创造中汲取营养，从发展需求中获得前进
动力，不断改革完善慈善事业体制机制，构建
了“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
与、各方协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工作格
局。我们努力追赶高科技革命浪潮，大力发展

“互联网+慈善”，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
先进技术，使人民参与慈善更加便利，慈善组
织治理更加规范，慈善行业更加公开透明，努
力实现中国网络慈善的“弯道超车”。

2017 年，全国慈善捐赠总额超过 1499 亿
元。截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全国登记注册的
社会组织达 81 万多家，认定登记的慈善组织
有 5355 个，登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超过 400
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仅 2018 年上半年，

我国网络慈善的参与人数达到 35.7 亿人次，
一些慈善组织的网络募捐已经占到捐赠总收
入的 80%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网络慈善的
重要推动力量。

慈善力量推进脱贫攻坚

高晓兵强调，今年，我们还有1000万贫困
人口的脱贫任务要如期完成。对于慈善力量来
说，这是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干事创业的关
键时刻。慈善力量要拿出舍我其谁的干劲、敢
为人先的闯劲、坚韧不拔的韧劲，推进脱贫攻
坚伟大事业。

年会还设立了“复兴与变革”、“传承与创
新”主题演讲以及圆桌对话环节，中国慈善联
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功成、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卢德之等分别从政策的变革、组织的变革、
财富的责任、参与者的行动等不同角度进行了
研讨。

中国慈善联合会是由国务院批准、民政部
登记注册，由致力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社会组
织、企事业单位等有关机构和个人自愿结成的
联合性、枢纽型、全国性社会组织，具有社会
团体法人资格。

40年慈善事业成绩令人瞩目

中国成为全球网络慈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陈劲松

1月14日，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2018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超过 30 万亿元，
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19 年，
预计我国外贸发展有望稳中提质，质量和效益将进一
步提高。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达47万家

海关总署 1 月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
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0.51万亿元人民币，比 2017 年增长
9.7%。其中，出口 16.42 万亿元，增长 7.1%；进口 14.09 万
亿元，增长12.9%；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收窄18.3%。

“2018年，我国外贸实现了稳定增长，并带动了进
出口规模达到新的历史高点，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
李魁文介绍。

具体来看，去年我国外贸发展呈现5大亮点。
营商环境“好”。去年，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

税降费、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贸易便利化
水平显著提升。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9 年营商环境
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整体提升了32位。

外贸企业“多”。2018 年，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由2017年43.6万家提升到47万家，市场主体活力进一

步提升。
贸易伙伴“广”。2018年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取得了

积极进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拉丁美洲
进出口增速分别高出了整体3.6、6.7和6个百分点。

增长动力“强”。据海关初步测算，我国进口数量
指数为106.4，出口数量指数为103.6，数量对进口、出
口的贡献程度均超过了5成，外贸进出口增长动力更为
扎实。

质量效益“优”。主要体现在进出口更加均衡、区
域发展更加协调、产品结构更加优化等方面。从产品
来看，部分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保
持良好增势，如金属加工机床增长 19.2%，手机增长
9.8%，汽车增长8.3%；部分重要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优质
消费品进口也保持了较快增长，如集成电路增长
16.9%，消费品增长10.9%，其中水海产品增长了39.9%。

民企对外贸增长贡献度超50%

外贸稳定增长，民营企业的贡献不容忽视。李魁文介
绍，2018 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 37.2 万家，比
2017年增加了10.7%，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进出口活
动当中。从规模上看，民营企业对当年我国外贸增长的
贡献度超过了50%，对外贸发展的拉动作用更加突出。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
口 12.1 万亿元，增长 12.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39.7%，比 2017 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7.87
万亿元，增长10.4%，占出口总值的48%，比重提升1.4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进口 4.23
万亿元，增长18.1%。

区域分布方面，民营企业实现了梯次发展。2018
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分别
达到了 20.3%、18.9%和 16.7%，高于东部的 12.1%，呈
现了梯次发展的态势，并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李魁文表示，在支持民营企业方面，海关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开展了关税保证保险试点。鼓
励中小企业创新，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进口有关科研和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
收。二是推进“多报合一”改革。三是服务民营企业

“走出去”。目前，中国海关已与 36个国家和地区实现
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互认，支持民营企业享
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各项便利措施。

今年外贸发展有望稳中提质

2019 年，外贸当中的隐忧是什么？我国进出口走
势如何？

李魁文认为，2019 年我国外贸发展最大的隐忧还
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
多，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
长可能有所放缓，跨国贸易和投资可能受到拖累。

“总的看，当前我国国内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发展
势头没有改变，中央围绕稳外资稳外贸也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为今年外贸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外部环境还
是复杂严峻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加上
基数抬高等客观因素，外贸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
李魁文表示。

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指出，今年，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环境，我们要认真落实贸易强国行动计划，推
动外贸“稳中提质”：一是深入推进“五个优化”。优
化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商品结构、经营主
体及贸易方式。二是抓好“三项建设”，建好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支持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建设，推进境外品
牌展等贸易促进平台建设。三是发展服务贸易，推广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29条经验，建设数字服务、中
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预计今年我国外贸发展有
望稳中提质，质量和效益将进一步提高。”李魁文说。

2018年进出口总值超30万亿元

中国外贸再次领跑全球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电（记者罗兰） 日前，
2019 中国第五届金融分析大会发布
的 《全球金融投资走势预测白皮书》
预测，黄金 （含白银和账户金） 是
2019年最有盈利潜力的品种。

金融分析大会理论委员会首席研
究员赵相宾分析，2019 年黄金基本
趋势向上，有机会突破 1400美元/盎
司。白银 2018 年探了两次 2015 年的
底部，后市非常看好白银，据白皮书
预测，白银是明年黑马品种。

2019 中国第五届金融分析大会

由金砖汇通联合富锐达等机构举办，
主办方今年首次发布了账户金银走势
的预测，就是纸黄金、纸白银。

来自金砖汇通的首席分析师明光
介绍，影响账户金的主要因素是国际
黄金价格，次要因素是人民币汇率。
供应方面，金矿生产量逐年增加。需
求方面，黄金首饰的需求占比最大，
央行的储备也在逐年增加。明光认
为，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汇率
对账户金的影响逐渐市场化，账户金
2019年将会创下近年来的新高。

第五届金融分析大会举行
近年来，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积极发展传统绸伞业，目前已有28家绸伞工厂和作坊，有的工厂一年可销售30多万把绸伞，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致

富。图为1月13日，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国东伞厂，工人在制作传统工艺的绸伞。 郭立亮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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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日，上海市南京东路商业街一家积木专营店内，一组以中国
传统春节为主题的积木吸引众多顾客目光。系列积木加入年夜饭和舞龙
等传统春节元素，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趣添彩。图为一名工作人员
在向小朋友介绍年夜饭积木的细节。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新春佳节 积木添趣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4日电 （记
者乌梦达、鲁畅） 记者 14 日从北京
市两会了解到，2018 年北京市地区
生 产 总 值 站 上 新 台 阶 ， 同 比 增 长
6.6%左右，预计 GDP 将超过 3 万亿
元。这是继上海后中国第二个 GDP
超过3万亿元的城市。

近年来，北京率先提出减量发
展，减量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
展，已成为这座特大城市鲜明的发展
特征。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作政府工作报
告时介绍，2018 年，北京城乡建设
用地全年减量约 34 平方公里，退出
一般制造业企业656家，疏解提升市

场和物流中心204个，拆违腾退土地
6828公顷。

数据显示，北京全市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 2.5万家，平均每天新设
创新型企业199家。北京还深入推进
高精尖产业发展，2018 年，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
长，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达到1万
亿元，金融、科技、信息等优势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以上。

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
发展，北京发展效率进一步提高。
2018 年，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
耗下降 3.5%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到人均24万元左右，位居全国第一。

北京 GDP 将突破 3 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