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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
欧阳洁、曲哲涵） 记者从银保监会
获悉，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外资
银行在华共设立了 41 家外资法人
银行、114 家母行直属分行和 151
家代表处，外资银行营业机构总数
976家，资产总额 3.37万亿元。境
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 59 家外
资保险机构、131家代表处和18家
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资保险公司
原保险保费收入 2513.63 亿元，总
资产12847.47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银
保监会批准 18 项外资银行和保险
机构筹建申请，批准 15 项外资银
行和保险机构开业申请。11 月，
银保监会批准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
股公司德国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
限公司开业。此外，今年1-10月，还
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增加注册
资本或营运资金共计152.72亿元。

据介绍，2018 年以来，金融
业 对 外 开 放 大 门 越 开 越 大 。 继
2018 年宣布 15 条银行业保险业开

放措施后，2019 年银保监会又陆
续出台两轮共计 19 条开放措施，
为提高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营造了良好的制度
和市场基础。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现有在华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能
够充分利用进一步开放带来的新的
发展空间，不断提高外资机构的经
营活力与管理能力。同时，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欢迎更多符合条件
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设立机构、开

展业务。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履
行开放承诺，并努力创造有利于中
外资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
营商环境。在金融业不断扩大对
外开放的同时，银保监会将持续
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完善审慎性
标准，不断完善与开放水平相适
应的监管方式方法，确保引入的
机构具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良好
的风控能力和充足的资本实力，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促进金融
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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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外贸数据日前新鲜“出炉”。今年前 11个月，
中 国 货 物 贸 易 进 出 口 总 值 28.5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4％。11 月当月，进出口增速较 10 月加快 2.2 个百分
点。未来形势怎么看？中国外贸怎么办？据各方消
息，一方面，中国外贸国内基础稳固，活力充沛；另

一方面针对当前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中国外贸正力推
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
益型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竞争新优势转
变，有信心实现稳中提质。

发展态势好于预期

就在不久前，经合组织将明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
测下调至 2.9%，世贸组织也下调了全球货物贸易量的
增速预测，国际贸易形势不容乐观。

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的外贸成绩尤显来之不
易。“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实现逆势增长，稳中提质，发
展态势是好于预期的。”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说。

规模上稳中有进。1-11月，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28.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预计全年的外贸
仍将稳定在 30 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从国际比较来
看，中国出口增速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整体水平。

质量上持续提升。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的
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出口增速高
于整体，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增长了20%。

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更趋合理、均衡，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了 29.3%，商品
结构升级，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达到 58.4%。企业主体
活力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到了 51.4%，成
为中国出口的第一主体，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

“今年以来，我国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在世界范围
内表现优异，为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实现外贸稳定增

长夯实了基础。”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表示。

着力补齐制约短板

看当下，中国外贸表现不错，看长远，针对外贸
的不足之处，相关方面也已开始发力。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推进贸易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指出，

《指导意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外贸发展的短板和薄
弱环节，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外贸体制改
革，激发制度的活力和创新的潜力，推动外贸发展由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竞争新优势转变。

不少内容备受市场关注。如提出贸易和产业要协
调发展。任鸿斌表示，贸易高质量发展，产业是基
础。在出口方面，广大企业通过加强贸易的国际合
作，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
步；在进口方面，企业引进了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
零部件，有力促进了国内产业创新发展。未来要着重
发展全球产业链，增强产业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拓
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打造一批产业与贸易协同发展的促进平台。

同时，着重强调推进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
展。当前，跨境电商、市场贸易采购方式试点等方面
发展态势良好。从 2015 年 3 月第一个跨境电商综试区
建立以来，目前国务院已经批准设立了 35个跨境电商

综试区。根据海关统计，今年1-10月，跨境电商零售
进出口增长20.2%。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则顺应了中小企
业、民营企业发展的大势，通过国内贸易国际化、国
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一体化，大量的内贸市场转向外向
型发展。

外贸发展基础稳固

实际上，中国外贸近年来一直向高质量发展迈
进，已取得一定成效。

例如，本次 《指导意见》 强调，要积极推进优化
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经营主体、商品结构
和贸易方式，相关进展已有体现。与 2012 年相比，
2019 年 1-10 月，对新兴市场出口占比提高 5.5 个百分
点至 48.8%；中西部地区出口占比提高 3.9 个百分点至
18.1%；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高 0.7 个百分点至 58.3%；
民营企业出口占比提高13.8个百分点至51.4%；一般贸
易出口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至58.2%。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也成为外贸的新亮点。今年
前 10月，服务贸易逆差下降了 10.4个百分点。任鸿斌
分析，主要原因是出口型服务贸易竞争力普遍增强。
个人文化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
务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服务贸易“含金量”进一步
提高。预计 2019 年全年服务进出口能够保持平稳增
长，按人民币算的话，应该达到5万亿元左右。

“关于明年的外贸发展环境，我们是有清醒认识
的。”李兴乾说，从国际市场看，需求增长乏力，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从国内看，中国外贸发展基
础稳固，韧劲十足，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充沛，我们有
信心保持外贸稳中提质。

据新华社大连电 （记者白涌
泉、刘开雄） 我国第七个商品期权
品种——铁矿石期权 12 月 9 日正式
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铁矿
石期权上市后，将进一步丰富我国
衍生工具体系，对促进衍生品市场
深入服务钢铁行业、推进铁矿石国
际定价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 5 月，铁矿石期货引入
境外交易者，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

和地区的 170 多个境外客户，国际
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国铁矿石
期货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铁
矿石衍生品，在市场规模、产业参与
和国际影响上具有明显优势，为铁矿
石期权上市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表示，铁矿
石期权上市后，该品种实现了期货、期
权和互换工具齐备，期货与现货市场
连通、境内与境外市场连通的新格局。

铁矿石期权在大商所挂牌上市

本报北京12月 10日电 （记者
李婕） 9 日，全国上市公司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暨跨国投
资大会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会长
高燕在会上表示，上市公司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主力军。近年来越来越
多上市公司深入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在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为
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
介绍，深交所数据显示，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上市公司数量持续
增多，65%的上市公司表示，未来3
年将增加“一带一路”相关业务。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全力支持中国上
市公司发挥头雁作用，在“一带一
路”与跨国公司和沿线当地公司密切
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全国
工商联、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共同主
办，以“上市公司共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造福各国人民”为主
题，致力打造上市公司了解政策、
交流经验、对接项目的国际化平
台。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
门、工商界、专业机构、企业等
500 余位代表参加论坛，其中包括
近百家上市公司代表。

本报北京12月 10日电 （记者
汪文正）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
日报讽刺与幽默报社共同举办的投
资者教育创新发展研讨会日前在北
京召开。研讨会以“文化·传播·保
护”为主题，来自中国证监会投资
者保护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局、人民日报社及深交所
的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并发表主旨
演讲。

据悉，深交所近年来围绕资本
市场改革发展重点任务，持续推出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投教产品。

此前深交所举办的投教动漫大赛以
“画出你的股事”为主题，参赛作品
形式丰富多样，生动展示资本市场
理性投资理念、发展历程和证券市
场基础知识等内容，为投资者教育
工作注入文化内核，积极传递资本
市场正能量。

与会嘉宾认为，深交所举办的
投教动漫大赛，是金融与文化融
合、创新发展的一个有益尝试，对
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各方深耕投资者
教育服务工作，促进形成理性投资
文化氛围起到积极的作用。

深交所举办投教创新发展研讨会

上市公司成共建一带一路主力军上市公司成共建一带一路主力军

12 月 8 日，一艘远洋运输轮在江苏连云港港集
装箱码头装载货物出口国外。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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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绿春县牛孔
乡牛孔社区彝族传习馆，
积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定期和不定期开展独
具特色的彝族鼓舞演示
活动，并将源远流长的刺
绣艺术传授给更多的刺
绣绣娘。图为彝族传习馆
正在传习彝族刺绣。

普佳勇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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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为
期 5 天的 2019 集安
鸭绿江河谷冰葡萄
酒节在吉林省集安
市开幕。

节日期间将举
行鸭江谷酒庄冰葡
萄采摘体验、通化
产 区 葡 萄 酒 展 销
会、冰葡萄酒品鉴等
活动。图为游客在采
摘品尝冰葡萄。

新华社记者
雒 圆摄

荸荠又称“地下雪
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
镇种植荸荠有400多年历
史，如今种植面积已发展
到两万多亩。同时，他们
还组建了荸荠专业合作
社，注册了农产品商标，
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成
功实现了“公司+基地+农
户”的产业化经营。图为
白湖镇西城村农民们正
在清洗、分拣荸荠上市。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地下雪梨”
富水乡

冰葡萄酒

办节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