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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5G终端，正成为消费新
的增长点。日前，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
三部委联合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
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2019-2020 年）》，从产品供给、
更新升级、使用环境、循环利用等 4 个方面，提出 27
条措施，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升级，
促进旧产品循环利用。专家指出，《实施方案》的出台
对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
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新能源车不限行、不限购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四个核心词，是《实
施方案》的总体基调。”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
规划处处长高辉清说，“《实施方案》将循环经济和消
费升级结合起来，对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消费层次、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等作出了整体规划。”

其中，推动汽车市场“腾笼换鸟”是本轮促消费
新政中最受关注的部分。高辉清指出，汽车消费是拉
动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推动汽车产品更新换代是当下
重要任务。

针对当前在用车老旧产品占比较高等情况，《实施
方案》 从用车结构调整出发，鼓励通过适当方式加快
淘汰高排放、运输效率不高的老旧产品，同时以更新
升级来推进新能源、节能环保产品的普及应用，推动
汽车市场“腾笼换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政研中心主任吴松泉表示，在当前外部环境深刻
变化、国内汽车市场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实施方
案》 出台正当其时，释放出支持市场消费的强烈信
号，将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汽车市场稳定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汽车上牌难、上路难的问题，《实施方案》明
确，要坚决破除乘用车消费障碍。严禁各地出台新的

汽车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城
市交通拥堵、污染治理、交通需求管控效果，加快由
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同时特别强调，各地不得对
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鼓
励地方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
持。“新能源汽车是汽车市场新的消费增长点。此次新
政力度大、针对性强，将对扩大内需起到有力的带动
作用。”高辉清说。

换智能家居，旧家电循环利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城市家庭的冰箱、
空调、洗衣机、吸油烟机、热水器普及率目前均已超
过70%，其中，冰箱和洗衣机已接近饱和，空调正在向

着一户多机的方向发展。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家电产品消费市场已经呈现
出普及率高和更新换代需求量大的特点，家电产品消
费也开始由功能消费向品质消费和服务消费升级。

此次 《实施方案》 鼓励消费者更新淘汰能耗高、
安全性差的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机等家电产
品，有条件的地方对消费者购置节能、智能型家电产
品给予适当支持；鼓励生产企业对消费者进一步让利。

换下来的旧家电怎么办？《实施方案》 鼓励彩电、
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产品的回收、拆解体系建设，
推动废旧家电资源循环利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
事长徐东生解释说，废旧家电经过规范的拆解，其中
含有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可以再生利用，
不仅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也可以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部分家电零部件中还含有稀土类磁材产品，回收
利用价值更高。《实施方案》提出着力完善废旧产品回
收体系，有利于推动废旧家电产品的资源循环利用，
从而使得家电产品在全生命周期里的资源效益与环境
效益更加显著。

《实施方案》同时鼓励深入开展智慧家居跨行业应
用试点。徐东生认为，这将促进与智慧家居相关的家
电、安防、照明等多个行业的协同发展，进而给消费
者带来更多、更优质的智能家居产品，也带动整个行
业转型升级。

5G终端等消费，将迎爆发期

扩大消费，既有赖于存量市场的换代升级，更离
不开新供给的巨大带动力。《实施方案》将更新升级消
费电子产品作为增强消费活力、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
领域之一，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余晓晖指出，5G商
用将激发新型智能终端产品消费，成为消费领域新的
重要增长点。“2019 年是 5G 商用元年，凭借高速率、
大连接、低时延的特性，5G将成为智能终端拓展新功
能和新形态的重要支柱，激发居民新一轮智能终端消
费升级。”余晓晖表示，据预测，2019年全球智能手机
出货量将止跌回升，同比增长3%左右。同时，5G将与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形成聚合效
应，推动万物互联迈向万物智联时代，智能可穿戴设
备、智能家电、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数以万亿级
的终端设备将步入发展快车道。以 5G 终端、柔性显
示、超高清和虚拟现实产业等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产品
行业也将迎来一个市场增长爆发期。

余晓晖认为，下一步通过推动千兆宽带入户、加
强人工智能等前沿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探索

“互联网+”资源回收新业态等措施夯实网络基础，优
化配套环境，将有力地促进消费类电子升级，增强消
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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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 10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10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5 月
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
美元，较4月末上升61亿美元，升
幅为0.2%。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5月，全球
贸易摩擦升级、英国退欧不确定性
等多重因素推高市场避险情绪，美
元指数和全球债券指数有所上涨。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
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中国外汇市场供求
基本平衡，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
状况保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
有升。

“5 月 外 汇 储 备 增 加 61 亿 美
元，主要原因依然是估值因素。”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健分析，其中，汇率因素偏负

面，5月欧元、英镑贬值，日元升
值，粗略估计汇率估值因素对外
汇储备负向贡献有 50 亿美元左
右。但债券估值因素对外汇储备
有较大正面贡献，5月美国、欧元
区、日本、英国等主要国家国债
利率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其
中美国国债利率从 2.5%大幅降至
2.1%，对外汇储备有较大贡献。5
月人民币汇率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
资本流出压力，但预计跨境资金流

动整体平衡。
王春英认为，往前看，全球

政 治 经 济 不 确 定 性 因 素 仍 然 较
多，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可能加
大。但中国经济发展保持足够韧
性和巨大潜力，应对外部冲击的
能力不断增强，长期向好的态势
不会改变。中国良好的经济基本
面将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有
力支撑，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
定提供坚实基础。

中国外储规模升至31010亿美元中国外储规模升至31010亿美元

本报北京6月10日电（记者徐
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发布数据
显示，2019年一季度末，中国金融
业机构总资产为 302.71 万亿元，同
比增长8%。

根据央行初步统计显示，一季
度末，中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
275.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证
券业机构总资产为 7.78 万亿元，同

比增长 9.6%；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19.1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

一季度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
负债为 275.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负债为
253.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证
券业机构总负债为 5.58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2.1%；保险业机构总负债
为1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0.4%。

金融机构总资产超300万亿

本报潍坊6月 10日电 （杨波）
日前，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世界艾草产
业大会在山东省潍坊市峡山生态
经济开发区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2000 多名从业者共同探讨艾草产
业发展前景。

据了解，艾草是多年生草本或
略成半灌木状植物，植株有浓烈香
气，是 《本草纲目》 中记载的重要

中草药，具有止血、平喘、止咳等
作用。与会人士认为，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和对健康的日益重视，
以艾草产业为代表的医药保健产品
需求也不断提升。未来，相关企业
要以艾草种植为基础，通过要素集
聚、技术渗透和制度创新，延伸种
植业产业链、培育新型业态，形成
艾草种植、加工、流通等环节交叉
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艾草产业大会在潍坊召开

近年来，浙江省湖
州市德清县立足地理信
息产业优势，积极促进
地理信息产业和智能网
联汽车跨界融合发展，打
造全国首个全域城市级
自动驾驶与智慧出行示
范区。5G 智能网联景区
无人接驳车可实现车辆
自动驾驶，将于今年投入
运营。图为 6 月 10 日，
在德清县智能生态城，
技术人员在测试 5G 智能
网联景区无人接驳车。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行藕稻轮作、藕虾共养等现代农业循环作业，实行“一田两用”来提高农民种植收入。时
下，庐江县早熟花香藕即将上市，花香藕亩均产量1000公斤左右。花香藕收获后，秸秆还田作为有机肥轮作单季水稻，藕稻轮作农民每亩收益在5000元
以上。图为在庐江县庐城镇马厂村福田花香藕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藕田里，农民们正在进行上市前的最后人工增肥。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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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疆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偏远边境山区气温持续
回暖，存在传染性、地区性疾
病高发隐患。新疆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博州边境管理支队派
出医疗服务队，为边境牧区牧
民进行免费体检、诊疗送药，
解决牧区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图为医疗服务队民警为牧民解
说药品使用方法。

吴晨龙摄 （人民视觉）

牧区义诊
民心暖

循环经济和消费升级结合起来

27条新措施 消费更红火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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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月中国外贸增长4.1%

雨后初霁，甘肃敦煌
著名风景名胜区——鸣沙
山月牙泉景区碧空如洗，
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前来观
光游览。据鸣沙山月牙泉
景区统计，刚刚过去的端
午小长假，月牙泉景区接待
中外游客 3.01万人，同比增
长 67.85%。图为游客雨后骑
骆驼畅游敦煌鸣沙山。

王斌银摄 （人民视觉）

雨后大漠
景如画

本报北京6月10日电（记者杜
海涛）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5 个
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2.1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4.1%。其中，出口 6.5 万亿元，增长
6.1%；进口 5.6 万亿元，增长 1.8%；贸
易顺差8933.6亿元，扩大45%。

5 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 2.59
万亿元，增长 2.9%。其中，出口
1.43 万亿元，增长 7.7%；进口 1.16
万 亿 元 ， 下 降 2.5% ； 贸 易 顺 差

2791.2亿元，扩大89.8%。
今年前 5 月，中国一般贸易快

速增长且比重提升。对欧盟、东盟
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增长，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
于整体。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
长，所占比重提升。机电产品、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保持增长，原
油、天然气等商品进口量增加，大
豆进口量减少，大宗商品进口均价
涨跌互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