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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 19日电 （记者
邱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19 日公
布的2019年8月份银行结售汇和银
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显示，8月
份银行结售汇逆差收窄，外汇市场
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8月
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
付款逆差有所扩大，但综合考虑银
行部门外汇收支等情况，8月份境内
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格局。
主要表现：一方面，银行结售汇逆差

稳中有降，8月份银行结售汇小幅逆
差54亿美元，环比下降12%，同比下
降64%；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余额保
持基本稳定，8月末为31072亿美元，
环比增加35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师王春英指出，8月份，外
汇市场预期总体稳定，主要渠道外
汇供求平稳有序。市场主体结汇意
愿上升，售汇意愿保持平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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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环比上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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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环比基
本持平。在此情况下，货物贸易、
直接投资仍是8月份主要的结售汇
顺差项目；企业投资收益购汇季节
性回落；个人结汇同比增长 8%，
购汇下降17%。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
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的稳定性更加突
出。”王春英说，8 月以来，外部

环境波动性明显加大，但我国外汇
市场秩序保持良好，市场主体交易
行为理性有序，充分说明我国外汇
市场更加成熟，更能适应外部环境
的变化，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基本面
的根本性支撑作用。

王春英表示：“我们将保持外
汇管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不
断提高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完善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
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进一步
夯实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

8月份各项经济数据陆续发布，释放出经济稳健运
行的信号。9月18日，国家发改委召开9月份新闻发布
会，就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总体来
看，尽管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一直存在，但当前中国经
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没有变。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有关部门还将继续从新发展理念出发，
适时适度实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在“稳就业、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方面做够
功课、用足政策，在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同
时，有力推动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

多项数据传递积极信号

经济运行“稳”的特征更加明显。
在用电量方面，今年 1—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

比增长 4.5%，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在物价方面，1—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同比
上涨2.4%，猪肉保供稳价方案和措施产生了一定积极成
效；在消费方面，1—8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0.8%，占社会零售总额比重达 19.4%，比上年同期提
高2.1个百分点；在就业方面，1—8月份，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984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的89.5%。

“稳就业是‘六稳’之首。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
处在合理区间，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快速发展，创新
创业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同时，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
完备的就业创业政策和服务体系，这些都为实现更高
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此我们还是有
信心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分析，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经过结构调整，中国经济跟过去相比已经发
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内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消费处于结构升级和规模扩大的阶段。与此同
时，高技术制造业增长明显快于一般工业增长，营商
环境在持续改善，前 8个月日均新登记企业 1.9万户左
右，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态势较好、经济发
展活力增强。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
才认为，从 1—8月份的这些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运行
是符合预期的，而且保持了总体稳定的态势。

“重大项目”助力稳增长

1—8 月份，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4.2%，比
1—7月份加快了 0.4个百分点。8月份，国家发改委共

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9个，总投资689亿元，主
要集中在水利、能源等领域。

孟玮表示，加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改善人
民群众出行条件，支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下一
步，为完成好今年铁路投资任务并为后续的建设奠定
一个良好的基础，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重大项目“在建一批、开
工一批、储备一批”。

“总之，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聚焦精准投资和
有效投资，切实发挥好投资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的积极作用。”孟玮说。

除了重大项目之外，更多能够促进“六稳”的措
施也将陆续推出。比如，在东北地区开展营商环境试
评价，从企业和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以更大力
度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提供重要支撑；在稳定能源价格上，组织
上游供气企业安全高负荷生产，调动煤制气企业生产
积极性，全力保障用气需求；在稳就业方面，加大中
央预算内投资力度，扩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覆盖面，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增强职业技能培训
能力。

更加注重企业家意见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在研究制定政策
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不仅有助于提高涉企政
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而且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实
现“稳中有进”夯实微观基础。

据孟玮介绍，不久前印发的 《关于建立健全企业
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强调要通过听
取意见、畅通诉求、处理反馈、宣传解读、执行监
督、评估调整等全流程制度安排，让企业家全程参与
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健全宏观和微观的传导机制，保
证政策更接市场地气、更能精准落地。这些，都有助
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创造条件促进广大
企业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经济的细胞，企业经营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管部门主动健全企业家
参与政策制定的体制机制，显然有助于提升政策制定
的合理性、代表性、科学性，对经济管理机制而言是
一次重大改变，对广大企业来说则是一项重大利好。”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说，未来，随着
这份意见的实施，中国经济的微观活力将被进一步激
发，经济稳健运行的底气将会更足。

中国经济稳健运行有基础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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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国海洋大学红旗智援博士团走进
山东省乐陵市朱集镇开展 2019 秋季智援服务活
动。博士团成员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上门帮助农
户解决问题，并与农户结成智援帮扶对子进行长期
跟踪指导。

据介绍，中国海洋大学红旗智援博士团成立于
2016 年，成员的研究专业涵盖农业经济、食品科
学、水产养殖、农村电商、营销策划、旅游规划等
多个领域。4年来，他们的帮扶范围已覆盖全国13
个省份35个县的696个村庄。图为博士团成员在朱
集镇大常村了解果农收成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本报电（谢龙） 由江苏省人民
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 （泰州） 国
际医药博览会 9 月 18 日在江苏省泰
州市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开幕。

据了解，会期为 9月 18日至 20
日，医博会以“践行健康中国战
略、引领生物医药发展”为主题，
围绕中国医药城现有的疫苗、生物
药、诊断试剂及高端医疗器械、化
学药新型制剂、中药现代化、特殊
医学用途食品等 6 大重点产业，通
过举办产业高峰论坛、专业研讨
会、产业产品推介会、路演活动、
创新技术产品展示等多种形式，搭
建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国际交流合作
平台，集聚海内外医药创新资源和
高端人才，推进生物医药健康产业
加快发展。

大会期间将举办各类会议论坛
33 个，这些会议论坛在国内外生
物医药行业内均具有突出的权威
性和影响力，吸引了国内外 4000

余名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家、科
学家交流，提升了本届医博会的
专业化程度。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马秋林
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江
苏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把生物医药作为优先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培育的
先进制造业集群，出台一系列政策
措施，加大工作和支持力度，推动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不 断 迈 上 新 台 阶 。
2018年，全省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
到 4147 亿元，增长 12.1%，实现利
润527亿元，增长17.7%，产业规模
和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
列；其中，泰州市生物医药产业产
值 达 到 1082 亿 元 ， 约 占 全 省 的
26.1%、全国的4.5%。

据 悉 ， 医 博 会 已 成 功 举 办 9
届，正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医药及大
健康产业影响力的国际化、专业
化、市场化的博览会。

本报电（孔祥文、王金生） 中
铁二十二局集团江苏南沿江城际铁
路工程江阴东制梁厂日前顺利完成
全线首个国内最新梁型40米高铁预
制箱梁浇筑施工，重达 1000 多吨。
南沿江城际铁路将成为我国首条建
设的千吨箱梁高铁。

全长 278.53 公里的江苏南沿江
城际铁路位于江苏省境内，是一条东
西向快速交通走廊。它起自南京南
站，终到太仓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南沿江城际铁路是继郑济铁
路、福厦铁路试验使用40米简支箱
梁后，我国第一条正式大规模采用
此新型梁建设的高速铁路。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南沿江城际
铁路项目常务副经理刘茂权介绍，
此前我国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建设
大多采用无砟32米简支箱梁，梁体
重量达 900 吨。相比之下，40 米箱

梁梁体长度增加了 8 米，桥墩之间
的跨度增加 7.8 米，梁高增加 20 厘
米，截面尺寸较32米箱梁更薄，梁
体重量跃升到1000吨级。

刘茂权说，由于设计的改进，
40 米箱梁平均每延米重量降低了
6%，且跨度增加使梁体和桥墩数量
减少 20%，有效节省了工程占地。
同时，这种超大箱梁进一步提高了
跨河跨路等复杂地段桥梁布置方案
的灵活性和建设工效，大幅度降低
高铁修建的成本。

不仅如此，40米箱梁较32米箱
梁，可以减少更多的桥墩连接共振
点，让高铁列车达到更高的运行速
度。中国高铁全面采用 40 米箱梁，
将有助于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铁桥梁建造技术体系，对我国高
铁长期发展和实现“走出去”战略
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新华社南京9月19日电（记者
何磊静） 今年 1-7 月，中国服务贸
易进出口总额达 3.09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3.2%，其中服务出口
同比增长9.5%，逆差明显下降。

19日，由商务部研究院和南京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全球服务贸
易大会在南京开幕，这是商务部副
部长钱克明在开幕式上透露的。

据世界贸易组织定义，服务贸
易可划分为跨境贸易、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4 种提供模
式。钱克明表示，近年来，全球服
务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货物贸
易。2018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5.8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7%，如
果按增加值统计，服务贸易占全球
贸易的比重超过40%。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等新技术引领的数字化变革，将大
大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拓宽服务

业领域贸易投资合作的广度和深
度，全球服务贸易将会超过货物贸
易，成为全球贸易发展新的引擎。”
钱克明说。

据介绍，目前中国在17个地区
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
鼓励试点地区在体制机制、发展模
式、促进政策等方面开展探索试
验。今年 1-7 月，中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达 3.0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3.2%，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9.5%，逆差明显下降；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
快速发展，达到 1.06 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0.9%，占服务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达34.2%。

在大会高峰论坛上，商务部研
究院发布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
报告 2019》。报告显示，中国服务
贸易综合发展指数在全球排名第 20
位，是唯一一个进入前20的发展中
国家。

前7月服贸出口同比增长9.5%前7月服贸出口同比增长9.5%

南沿江城铁将成千吨箱梁高铁

中国（泰州）国际医博会举行

9月19日，第七届湖北宜昌 （夷陵） 柑橘节在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官庄村举行。活动
以“橘”为媒，以“庆祝丰收节、农民展风采，健身奔小康、健康新农村”为主题，让游客在
夷陵来一场欢乐的秋收体验。宜昌市夷陵区有“中国柑橘之乡”的美誉，柑橘是当地三大农业
主导产业之一，是近6万农户、20万橘农的主要经济来源。图为夷陵区歌舞团演员在柑橘节开
幕仪式上表演丰收歌舞。 张国荣摄 （人民视觉）

喜迎丰收节

博士智援团
进村助农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