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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0日电（记者邱海峰） 国家
外汇管理局20日公布的2019年5月份银行结售
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显示，市场主体
结汇意愿上升，购汇意愿平稳。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
春英介绍，5 月份，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
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
入之比为70%，环比上升4个百分点；衡量购汇
意愿的售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
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 68%，环比基本持平；远
期结售汇签约顺差192亿美元，环比增长33%。

“在此背景下，主要渠道的跨境资金流动保
持平稳，并呈现积极变化。一是银行代客货物

贸易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保持一定规模顺差，
较 4 月均有所增加；二是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
结汇增长，对外直接投资资本金购汇稳中有降，
直接投资结售汇顺差增加；三是企业投资收益购
汇正常有序，受季节性因素影响环比增加但低于
上年同期；四是 5 月个人净购汇继续减少，同
比和环比分别下降28%和19%。”王春英说。

王春英指出，5 月中国外汇收支形势稳中
向好，外汇市场运行保持平稳。从相关统计数
据看：一是银行结售汇呈现顺差。5 月，银行
结汇较4月增长4%，银行售汇下降7%，银行结
售汇顺差62亿美元。二是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
逆差收窄。5 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涉

外收付款逆差 60亿美元，环比收窄 23%。三是
外汇储备余额有所回升，5 月末为 31010 亿美
元，环比增加61亿美元。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中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表现出韧性强、潜力大等特征；改
革开放持续推进，宏观政策空间充足，市场信
心良好，为外汇市场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基本面
支撑。”王春英说，同时，近年来，人民币汇率
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在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
的过程中，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意识和适应能
力明显提升，5 月外汇收支数据变化就充分体
现了中国外汇市场的日益成熟和理性，未来可
以更好地应对各种考验。

5月份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上升

中国外汇收支形势稳中向好

商务部——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牵头人将
按照两国元首的重要指示进行沟通

6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举行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
闻发布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及相关保险企业负责人
介绍了当前保险业务发展的最新情况。总体来看，目
前中国保险业资产平稳增长、抵御风险的基础不断夯
实、保险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保险保障功能进一步
增强，行业整体保持了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业内人士
表示，未来保险行业将继续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
防范化解风险、深化改革创新的目标任务，加快行业
转型发展，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行业整体运行稳健

在发布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邢炜介绍，
目前我国保险业保持了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具体表现

可以用“三稳三好”来概括，即：行业增长稳、风险
防范稳、外资预期稳，保险改革创新不断推进、保险
保障功能不断增强、保险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2018 年，我国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3.8 万
亿元；保险业总资产达到 18.3 万亿元，实现了平稳增
长，继续位居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今年 1—4月，我
国保险原保费收入1.9万亿元，同比增长14.92%，保险
业总资产达到1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89%，实现了
良好开局。偿付能力方面，截至2018年四季度末，178
家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2%，平均核
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31%。今年一季度，这两项指标
分别是 245.3%和 233.4%，分别上升了 3.3 和 2.4 个百分
点。”邢炜说。

与此同时，保险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不
断调整机构体系、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行业全
要素生产率。比如，在财产险方面，保险业通过发展
各类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工程保险等为实体经济在
生产和发展的各个环节提供风险保障；在健康险方
面，目前有100多家产寿险公司开展了健康险业务，开
发了涵盖疾病险、医疗险、护理险和失能收入损失险
四大类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超过3500个商业健康保险产

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保障选择。

主要企业加速转型

保险业平稳运行在企业层面有着充分的体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以来主动优
化产品结构，深化保障型的产品经营，保障型产品
占 比 不 断 提 升 ， 极 大 地 提 升 了 客 户 的 保 障 水 平 。
2019年 1—5月，平安人寿主力长期保障储蓄性产品在
个险新单保费中占比达到了39.3%，较去年的同期提升
了5.9个百分点。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
记者，目前公司正在大力推进产品多元化，统筹好长
期储蓄型产品和保障型产品销售，更好地满足客户保
险保障需求。在具体业务上，中国人寿积极搭建移动
化、智能化、社交化的客户服务体系，实现公司、客
户与队伍之间紧密互动，形成线上线下一体的特色模
式，运用科技手段为大众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2018
年，中国人寿首年期交保费占长险首年保费的比重达
90.16%，较2017年提升26.17个百分点；2019年第一季
度，这一指标达98.97%，较2018年同期增长12.23个百

分点。
“尽管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寿险市场，但保险密度

和深度与其他主要寿险市场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人们更加重视身心健康，医疗卫生支出将保持较
快增长，这也为保障型业务发展打开了新空间。同
时，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速，出于保持未来生活水
平的期望，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仍将在一个较长时间
内，保持旺盛需求。”该负责人说。

服务经济社会需求

实现风险保障功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
在投资方面，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充

分发挥险资独有的长期稳健的资本优势，在支持国家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引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
4000 亿元保险资金参与 PPP 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涉
及交通、电力、能源、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棚户区改
造，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在对外经贸合作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充分发挥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全方位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目前已经参与到巴基斯坦科哈拉水电站、中铝秘
鲁二期项目、哈萨克斯坦轻轨项目等工程险项目、上汽
通用五菱印尼等运营险项目等一系列具体业务中。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末，保险资金通过各种渠
道，支持“一带一路”投资达到 9612亿元，服务长江经济
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投资分别达到4248亿元和1717亿
元，支持清洁能源、资源节约和污染防治等绿色产业
达到6942亿元。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在追求高质量生活的过程当中，必
然对医疗、健康、养老的需求不断提升，保险在民生
保障领域的作用肯定会日益显现。”邢炜说。

4月末保险业总资产达19万亿元，实现良好开局

保 险 业 增 长 稳 预 期 稳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
者陈炜伟、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 20 日说，6 月底之前，中
国政府将发布新修订的全国和自贸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将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

高峰当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目前，我们正在积极
推进相关修订工作，修订后的清单
将于 6 月底之前公布。我们将继续
深入研究外商投资企业提出的合理
关注和问题，加大改革力度，努力
为投资者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新修订的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 6 月底前发布

据新华社华盛顿 6月 19 日电
（记者熊茂伶、高攀） 美国知名智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
德·伯格斯滕 19 日表示，美国政府
可能滥用了其在执行贸易政策方面
的法定权力，国会应立即采取行动，
对行政部门的过度用权进行限制。

伯格斯滕当天在美国国会众议
院关于近期贸易政策经济影响的听
证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对贸易伙伴
加征关税或威胁加征关税体现了其
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模式，这是美

国贸易政策“前所未有的大逆转”。
伯格斯滕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进

口钢铝产品损害或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因此美国政府援引《1962年贸易
扩展法》第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缺乏正当
理由。同样，美国政府威胁对进口汽车
及零配件加征关税也缺乏正当理由。

伯格斯滕表示，这些政策的不
确定性会削弱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
心，并抑制投资，拖累美国经济增
长，甚至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美经济学家敦促国会

限制总统制定贸易政策权力

6月19日，江苏省盱眙县“大运河文化民俗汇演”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县13个镇街组织的舞狮、舞龙、秧歌等具有当地特色的
民间民俗文化汇演精彩纷呈，向游客展示大运河文化的魅力。图为在盱眙县龙虾节广场，当地学生在进行钱杆舞表演。

周海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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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浙江省湖
州市南浔区旧馆镇杨艺园
林公司举办非遗传承绫绢
装裱技能等多项技能比
武，拉开了南浔区第四届
职工技能运动会的序幕。
120 多项技能比武涵盖 58
个工种，进一步推动产业
工人技能素质提升。

沈勇强摄

工艺技能
大比武

近年来，重庆市梁平区
积极践行“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理念，以绿色产业推
动当地经济转型发展，实现
了生态、经济“双丰收”。
图为在梁平区屏锦镇新桥社
区的重庆瑞海竹艺有限公司
编织车间，工人在编织仿古
灯笼。

刘 辉摄 （人民视觉）

生态经济
双丰收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
者陈炜伟、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20日说，中美双方经
贸团队牵头人将按照两国元首的
重要指示进行沟通。双方经贸团
队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指
示，为大阪峰会期间两国元首会
晤做好相关准备。

高峰当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对于中美经贸
磋商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态度是一
贯的、明确的，中方的核心关切必
须得到妥善解决。

针对媒体关于“美国政府就
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关税召开听证会”的提问，高
峰表示，我们注意到，一段时期
以来，美国的进口商、零售商、
制造业企业等纷纷表达了反对对
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意见，也表

示了加征关税对美国企业和普通
家庭不可避免产生影响的担忧。
贸易战没有赢家。如果美方执意
采取对华单边贸易措施，必将对
自身经济发展和本国人民的福祉
产生严重影响。

“中方坚决反对单边加征关
税、升级贸易摩擦的贸易霸凌主义
做法，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我
们希望美方及早停止错误做法，避
免使双方企业和消费者遭受更大
损失，甚至对世界经济造成衰退性
影响，为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创
造必要的条件和氛围。”高峰说。

高峰还表示，中美作为全球最
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结构互补，
联系非常紧密，双方存在巨大的利
益交集。相信双方通过平等对话，
照顾彼此合理关切，一定能够找到
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