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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88亿美元，较
2 月末上升 86 亿美元，实现“五连升”。分析人士指
出，“外储连升”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平稳、向好基本面
的支撑，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信心的提升。
未来，外汇储备规模仍可能上下波动，但总体稳定的
大势不会改变。

5个月上升457亿美元

自去年11月结束“三连降”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已连续五个月回升，累计上升457亿美元，升幅为1.5%。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本报
记者分析，外汇储备规模最近5个月连续上升是多方面
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包括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外资
加快流入、储备投资的资产价格上涨、外汇市场供求
平衡等。

赵锡军进一步指出，中国外汇储备除了有美元资
产，还有一部分英镑、欧元、日元等非美元货币资
产。从最近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元指数的持续上
涨，使得非美资产估值有所下降，但年初以来全球主
要国家货币政策有所宽松，推动包括股票、债券等各
类资产的价格出现上涨，成为外汇储备规模上升的主
要原因之一。

根据外汇局对外汇储备规模变动原因的分析，近5
个月，资产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推动外汇储备
估值增加、余额上升。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外储资产
投资后的收益，会使外储余额自然增值，“利息收入今
年预计会超过 1000亿美元，那么每月百亿美元左右的
规模增长是正常的结果。”

居民购汇更趋理性、不盲目购汇也被业内人士认
为是外汇储备规模上升的一个原因。根据外汇局数
据，1-2月，个人结售汇保持基本稳定，净购汇同比下
降19%。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健认为，3月
中国出口可能显著改善，外汇市场预期平稳，外汇供
求继续好转，均有助于外汇储备规模增长。

全球资金看好中国市场

“尽管外部环境不平衡、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中国
经济良好的基本面为外汇储备规模稳定提供了坚实基
础。”赵锡军说，平稳、向好的经济基本面给境外投资
者带来了积极稳定的预期，吸引其增加对中国实体经
济、资本市场的投资，支撑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暖意浓浓，多项指标出现积
极变化：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回升，消费者

信心指数、制造业新订单指数明显走高，资本市场成
交活跃；进入 3月份，日均发受电量增速达到两位数，
进出口、货运等增长加快；特别是3月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双双回升，制造业
PMI在连续 3个月低于临界点后升至 50.5%，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4.8%。

据德国 《商报》 网站近日报道，中国经济回暖等
因素推动股市前三个月的涨幅创下纪录，外国投资者
再次青睐中国股票。法新社刊文称，股市上涨得到了
中国制造业活动指数大幅上升的支持，后者缓解了人
们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主要增长
引擎的担忧。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沪、深股通流入 A 股
的资金已超过 1000亿元。近日，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
告称，今明两年中国股票市场净流入将分别达到 1050
亿美元和1110亿美元。

股市之外，债市同样吸引着大量外资。今年4月1
日起，中国债券被正式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
数。业内预计，全面纳入指数每年将为中国带来至少
1000亿美元资金的流入。

国际金融协会的报告还预计，今年流入中国的国际
资本可达约5750亿美元，中国将继续成为新兴市场资本
流入的关键驱动因素。美国 CNBC 日前也报道称，所有
迹象都表明今年全球有更多资金涌入中国市场。

在波动中保持总体稳定

对于外汇储备规模接下来的走势，赵锡军认为，
在波动中保持总体稳定依旧会是基本趋势。一方面，
当前国际环境仍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
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今年中国经济仍有望
保持6%以上的较高增速，同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
开放，这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信
心，保持跨境资金流动稳定和国际收支自主平衡。

外汇局总经济师王春英指出，此外，中美经贸谈
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弱化等因素
也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刘健预计，进入4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会有一定幅
度反弹，美国短期经济数据改善带动美元震荡走强，
债券和汇率估值可能偏负面，外储增幅或将缩小，但
随着外汇供求关系好转，资本可能保持净流入，这有
助于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
也认为，外汇储备规模接下来仍会保持平稳状态，“小
幅增加或小幅下降，未来一段时间仍是这样一个状
态，余额整体平稳。”

王春英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
势，我国将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
汇率“自动稳定器”功能逐渐显现，总体有利于我国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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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五个月回升，累计增加457亿美元——

外储五连升 后势怎么看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现全覆盖
将重点清理存量、严审增量、完善制度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赵文君） 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 9日在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下一步将把公平竞争审查
作为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的重要措施，重点在清
理存量、严审增量、完善制度三方面加大工作
力度。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从2016年7月开始
正式实施，目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经在全国
基本建立。

甘霖介绍，公平竞争审查是事前审查，从
源头上打破行政垄断，目的在于防止政策措施
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公平竞争审查不仅关注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同时还要维护全
国统一市场，保障所有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充
分、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

如何在清理存量、严审增量、完善制度三
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甘霖表示，按照竞争中性
的要求，部署清理现行的涉企政策中妨碍民营
企业发展、违反内外资一致原则的规定，这是
今年清理存量的一个重点。要围绕市场主体关
注的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招投标等重点领
域，严格审查增量的政策文件，防止违背竞争
中性的原则。同时要改革完善审查制度，按照
竞争中性的要求，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接国

际通行规则，进一步完善审查范围、审查标准
和操作程序，弥补制度短板，更加有效地保障
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据统计，截至今年2月底，国务院各个部门、
各省级政府、98%的市级政府、92%的县级政府，
四级政府都已经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其
中，有18个省区市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全覆盖。全
国共审查了新出台的文件43万份，对其中2300
多份文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对 82万份已经出
台的文件进行了清理，废止或修订涉及地方保
护、指定交易、市场壁垒的文件有2万多份，维护
了市场公平竞争，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
是“中国白莲之乡”，该县
白莲科学研究所通过航天
育种培育的“太空莲”具
有花多、蓬大、产量高、
品质好等优点。今年全县
种莲面积达 11 万多亩，成
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主
要 经 济 来 源 。 图 为 4 月 9
日，广昌县旴江镇小港村
庙前排组莲农正在农田里
种植太空莲种。

曾恒贵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西宁4月9日电（记者
李琳海、耿辉凰） 记者9日从青海湖
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4 月 8
日起，青海湖周边冰雪开始陆续融
化，形成美丽的“开湖”景观。

青海湖通常每年 12 月中旬进入
封冻期，次年4月中旬完全解冻，封
冻期历时 5 个月。“自 2018 年冬季青
海湖完全封冻以来，受周边地区降
雪增多的影响，今年的青海湖开湖
期与往年相比有所推迟，并呈现出
难得一见的‘文武双开’奇观。”青

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旅游管理
处处长陈德辉说。

气象专家介绍，青海湖开湖分
为“文开”和“武开”两种形式。

“文开”指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湖冰
逐渐变薄、破碎、融化，在不知不
觉中由前一天的冰冻景象变为连天
的碧波；“武开”是指气温回升后，
受到季风影响，封冻的湖面温度迅
速 升 高 ， 冰 层 在 狂 风 的 吹 动 下 破
裂，相互撞击，同时被大风强行推
向岸边。

青海湖呈现开湖奇观

4 月 8 日，驻南
非中资企业招聘会在
约翰内斯堡埃库尔胡
莱尼西部学院博克斯
堡校区举行。本次招
聘会由南非高等教育
部、南非中国经贸协
会以及中国文化和国
际教育交流中心共同
主办。海信、中国联
通、中国国航等约
40 家驻南非中资公
司参加并提供 200 多
个就业岗位。图为学
生在招聘会现场向企
业投递简历。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驻南非中企举办招聘会驻南非中企举办招聘会驻南非中企举办招聘会

4 月 9 日，四川省成都
简阳市禾丰镇丙灵村，村
民用礼仪气球改造成高空
喷药利器在柚田里劳作。
利用气球的浮力带动输药
管道，既减轻了田间劳作
人员的负荷，也有利于劳
作人员全方位无死角对目
标进行喷洒作业。与纯手
动喷药相比，不仅节省劳
力、提高效率，还减少了
农药的用量。

王熙维摄 （人民视觉）

气球
助喷药

种植
“太空莲”

种植
“太空莲”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
郁琼源） 我国从 4月 9日起调降进境
物品进口税税率，即行邮税。财政部副
部长邹加怡9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表示，行邮税涉及面较广，这次
行邮税的调整重点降低了和人民群众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的行
邮税税率，主要是考虑便民惠民。

邹加怡说，此外，为了维持进境
物品与进口同类货物的税负公平，行
邮税税率应该与同类进口货物的综合
税税率大体一致。

配合这次增值税改革，行邮税税
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邹加怡说，因
为行邮税是对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和消费税合并的一个简易的综合税
率，这次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主要
是降低了增值税。增值税制造业税率
从原来的 16%降到了 13%，相应的进
口环节增值税也下降。因此，增值税
税率的降低也同样要反映到进境物品
进口税，也就是行邮税中，主要是为
了保持个人携带的行李和邮递物品与
同类进口货物综合税率上的公平。

中国降低行邮税税率中国降低行邮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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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市进一步丰富服务形式、拓展服务内涵，努力打造全省
“三服务”（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 的台州样本。4 月 8 日，浙
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红十字会联合该县公安局、流动人口管理局，来到天凤
山茶园开展健康培训服务，让茶农掌握基本的应急救援知识，把关爱送到
茶农心坎里。 奚晋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