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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邹欣妍） 中国春节期
间，“花样漳州·温暖中国年”系列
活动在福建漳州市举行。

据悉，本次“花样漳州”系列
活动，充分发挥漳州生态文化旅游
优势，着力打造年味土楼之旅、畲
乡风情之旅、朝圣祈福之旅、清新
呼吸之旅、浪漫滨海之旅、亲子休
闲之旅、赏花摘果之旅、寻味美食
之旅、金汤养生之旅、古韵乡村之
旅等新春旅游十大主题线路，同时
推出近50场次的文艺演出、特色民
俗体验活动和新春旅游优惠活动，
向世界展示“花样漳州，美不胜
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魅力

形象，吸引带动更多境内外游客在
春节期间到漳州品味“中国年、闽
南情、漳州味”。

系列活动由漳州市委宣传部、
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漳州市
全域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
周小华表示，漳州山海相连、四季
如春，天天花开、处处皆景，致力
于打造“世遗品质、原乡情怀”的
全域旅游目的地，诚邀世界各地的
朋友来漳州，和家人一起悠闲发呆
享生态、赏景筑梦深呼吸，感受闽
南文化的别样风味，感受漳州的山
之美、海之韵、花之香，过一个

“花样”的幸福年。

近期，2018 年中国汽车市场数据、2019 年汽车产
业前景引起了广泛关注——

连续 10年蝉联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速超
50%，这些数据让人乐观；整体产销量负增长、汽车消
费放缓直接影响了宏观消费数据，又让人担心，汽车市
场是否出现下行拐点。

对此，主管部门指出，中国汽车产业仍处于普及
期，未来还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 年，中国汽车产业
将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更多进展，预计汽车市场整
体将保持稳定。

28年来首现负增长

“28 年来汽车产销量虽然每年不同，有高有低，
但出现负增长是第一次。”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日前说。

工信部介绍，2018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81万辆
和2808万辆，目前仍是全球第一大市场。但跟2017年
同期相比，产销量分别下降了4.2和2.8个百分点。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指出，2018 年，我
国汽车产业面临较大的压力，产销增速低于年初预
计，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增幅回落。其
中，下半年，汽车市场连续出现负增长，全年增速下
降至2.8%。

“从价值量指标来看，2018年，汽车制造业工业增

加值比上一年增长了 4.9%，2017 年是 12%。汽车增速
是下来了，但是没有跌到负增长的区间。主营业务的
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2.9%，2017年达到了10.8%，和刚
才的数据一样，虽然增速下来了，但是没有跌入到负
增长的区间。这表明汽车行业产品结构调整、产业结
构调整开始见到效果。”苗圩表示。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维达对本
报记者分析，中国汽车产销规模已连续 10年位居全球
第一，偶有波动是正常的，不可能一直高速增长。
2018 年汽车产销量之所以出现下滑，一是受宏观经济
形势影响；二是大城市的需求有所减缓，农村的需求
尚未得到有效释放；三是受限购限行、停车难等因素
及部分政策退出的影响；四是一些企业在调整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上还不够快，未很好适应市场需求。

新能源汽车高速增长

整体产销量有所下滑，但新能源汽车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 年，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7万辆和 125.6万辆，比上年同
期分别增长59.9%和61.7%。

苗圩指出，新能源汽车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一
批先行的企业已经开始尝到了甜头，更多企业应该在
这方面下功夫。

近期，不少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有新动作：北

汽新能源与滴滴旗下小桔车服成立合资公司，在新能
源汽车运营、大数据应用等领域探索布局；福田汽车
完成全球首例全气候纯电动客车测试；中国一汽与中
国石化合作，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拓
展合作空间；重庆小康集团与华为“牵手”，双方将深
入推动新能源汽车领域合作；海南交控与蔚来汽车合
作建设的海南首个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换电站投入使
用……

“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将会同有关部
门，持续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发展环境，贯彻落实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油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
理办法》，研究制定2021年-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积分
比例，进一步完善充电、停车、通行等使用环节的鼓
励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
长董大健表示。

日前，平安银行、平安证券联合发布的 《新能源
汽车产业蓝皮书 （2018）》 预计，2019 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将达到160万辆，2020年将达到210万辆，复合增
速将达到30-40%。

今年有望保持稳定

“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负增长不见得是个坏事，
过去正增长、快速增长的时候，萝卜快了不洗泥，好
坏产品在市场上都能够卖得出去，现在到了考验企业

竞争力的关键时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资
源和产销量会进一步向优势企业集中，产业集中度会
大幅度提升。”苗圩说。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促消费
的实施方案，其中对稳定汽车消费提出了六条具体措
施。董大健指出，实施方案提出的促进汽车消费的政
策，主要是包含了鼓励老旧汽车的报废更新，促进新
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改善汽车流通和使用环节等几
个方面，这样有利于培育汽车市场，有利于推动汽车
产业节能减排，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

“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充电设施建设，做好
车和路的协同。要加快路网结构的信息化改造、数字
化改造，为将来自动驾驶、无人驾驶创造更好的车路
协同环境。”苗圩表示。

何维达认为，促进汽车产业发展，要强化创新驱
动，瞄准技术制高点；企业要在个性化定制方面下功
夫，推动品牌建设；要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动
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董大健分析，2019 年影响汽车行业和汽车发展的
环境总体上是积极的，在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
升、排放标准升级、新能源乘用车积分制度实施、智
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汽车产业
将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更多进展，预计汽车市场整
体基本保持稳定。长期来看，汽车市场还有一定增长
空间。

新能源汽车发展是方向
本报记者 邱海峰

2 月 10 日，江苏省
扬州宝应县举行“春风
助 就 业 创 业 在 家 乡 ”
贺新年首场招聘会，236
家单位进行现场招聘，
提供电缆纺织、金融投
资、信息技术、制造加
工、服务等行业的 6000
多个岗位，吸引了近万
名求职者到场应聘。

沈冬兵摄
（人民视觉）

▶ 图为江苏淮安市洪泽
区一家机械有限公司的工人在
岗位上忙碌。

万 震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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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 ，
是春节假期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
各行各业的劳动
者纷纷投入到繁
忙的生产当中。

▲ 图为工人在江西省峡
江县工业园区一家企业的生产
车间做工。

陈福平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记者邱
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
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0879 亿美元，较 2018 年 12 月末上
升152亿美元，升幅为0.5%。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师王春英介绍，2019 年 1
月，中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全球金融
市场上，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
汇率上升，金融资产价格有所上

涨。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
估值因素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小幅上升。

“展望未来，虽然全球经济金融
环境复杂严峻，但中国经济将延续
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全方位对外
开放持续推进，外汇市场运行机制
日臻完善，有条件保持跨境资金流
动总体稳定和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
衡。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中国外
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总体
稳定。”王春英说。

1月外储增长152亿美元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记者徐
佩玉）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
告称，彭博公司正式确认将于今年
4 月起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
债券指数，并将在 20 个月内分步
完成。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
示，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国际主要债
券指数，充分体现了国际投资者对
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信心，以
及对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成果的
认可，有利于国际投资者优化债券
的资产配置，也有利于进一步地推

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据了解，被完全纳入后，以人

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在彭博巴克莱
债券指数54.07万亿美元的市值中占
比达到 6.03%，将成为继美元、欧
元、日元计价之后的第四大货币债
券。初步估算，加入该指数后，将有
1000多亿美元流入中国债券市场。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
放持续扩大。截至2018年末，中国
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86万亿元人民
币，其中国际投资者持债规模近1.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

中国债券纳入彭博指数

漳州打造“温暖中国年”
猪年首个交易日没有让 A 股各方失望，而

是延续了狗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上涨行情，迎
来开门红。

截至 11 日收盘，沪指收报 2653.90 点，涨
1.36%；深成指收报7919.05点，涨3.06%；创业
板收报1316.10点，涨3.53%。

猪年春节期间，国际上主要资本市场走势
较为平稳。与 A 股运行相关度较高的指数中，
美股走势相对较强，港股恒生指数低开高走，
在 A 股放假期间获得一定涨幅。相较之下，
欧、日股指相对偏弱。

2019 年以来，A 股市场的表现在各大市场
中可谓亮眼，沪深 300 指数截至 2 月 11 日累计
涨幅已近 10％。外资流入也呈现加速迹象，市

场数据显示，1 月沪深股通的北向资金合计净
流入 606.88 亿元，创互联互通机制设立以来的
单月净流入新高。

工银瑞信基金认为，当前 A 股市场估值处
于历史低位。在近期政策面暖风频吹，政府各
部门稳增长和促改革等政策信号持续释放，预
计短期市场风险偏好还将处于改善趋势中。中
长期来看，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推
进，资本市场各项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投资
者结构的优化，当前 A 股市场的投资性价比不
断凸显。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
不断闪现的亮点也给资本市场吹来了徐徐暖风。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初六 （2月4日

至 10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8.5％，首
破万亿元大关。在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看来，春节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出温和增长
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升级的态
势。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质量提升已
在路上，实体经济将会不断传出好消息。

新的一年，资本市场的行情走势牵动着市
场各方，大家期待更多、更深入的改革开放政
策能激发出更多的市场活力。面对国内外经济
金融的不确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步走
向“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也
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助力。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记者刘 慧）

A 股 猪 年 开 门 红A 股 猪 年 开 门 红

2月10日，广西桂林市
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
南 村 举 行 鼓 楼 文 化 节 暨

“闹春”活动。当地侗族同
胞欢聚一堂，开展民俗巡
游、闹春牛、舞草龙草狮、芦
笙踩堂和百家宴等特色民
俗文化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和民众前来参加。图为侗族
同胞进行民俗巡游。

潘志祥摄
（人民视觉）

侗寨民俗
“闹春”

新春招聘
“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