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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决胜脱贫攻坚，消费扶贫加力
本报记者 李 婕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邱
海峰） 记者 20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
获悉，2月份，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
内债券140亿美元，1月份为净增持
14亿美元。

当天，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 2月份外汇收
支形势回答了记者提问。王春英介
绍，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月
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具体
来看，一是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

衡。2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142亿美
元，综合考虑远期、期权等其他供求
因素后，外汇市场总体供求状况基本
平衡。二是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延续
净流入态势。2月份，我国企业、个人
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 96亿美
元，较 1 月份增长 5%。三是外汇储备
基本稳定，规模变动主要受汇率折
算、资产价格变化等估值因素影响。
四是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双向
波动，汇率预期平稳。

王春英表示，我国外汇市场表
现出更加理性、有序、成熟的发展
态势，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保持
基本稳定。

王春英指出，目前，我国疫情
防控形势积极向好，企业复工复产
有序推进，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
陆续出台，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和内在向上的趋势没有改变。
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和推
进，国内营商环境逐步提升，资本
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币
资产在全球范围内仍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为我国外汇市场稳定运行奠
定了基础。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邱
海峰） 记者 19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
获悉，外债便利化试点范围将从北
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扩
大至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湖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武汉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广东及深圳 （粤港澳大湾
区） 等省、市。同时，进一步提高

北京市中关村科学城海淀园区的外
债便利化水平。

据介绍，为鼓励创新，支持中
小微高新技术企业健康发展，2018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北京市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外债便利
化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
微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自主

借用外债。此项试点政策较好地满
足了中关村部分中小微高新技术企
业的境外融资需求，降低了企业财
务成本。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指
出，下一步，将继续推出更多外汇
便利化业务，持续优化外汇营商环
境，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同时，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宏观
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
架，积极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3 月 19 日，商务部召开网上
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
责人就当前对外经济领域热点问
题作出回应。

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叶威表
示，目前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
已经波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不可避免地对跨国投资造成影
响，可能会导致全球跨国直接投
资总量萎缩。联合国贸发会议从
疫情在上半年得到控制和全年流
行两种情形分别测算，预计跨国
直接投资将分别下降 5%和 15%。
对此，中国研究确定了应对疫情
影响、稳外贸稳外资的举措。

下一步，商务部将从 5方面加
大工作力度：

一是推动进一步扩大开放。
加快压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扩大外资市
场准入；加快修订 《鼓励外商投

资产业目录》，增加鼓励条目，提
升开放广度和深度。

二是落实各项稳外资政策措
施。为了应对疫情，国务院及其
相关部门又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
稳外资政策措施。当务之急是围
绕外资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提供政
策支持，让政策落地见效，让企
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三是建设高质量开放平台。
推动 218 个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
升，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
新自主权，更好发挥重点开放平
台稳外贸稳外资的示范带动作用。

四是提升投资促进水平。提
升多双边投资促进机制效能，发
挥好进博会、投洽会等重大展会
平台投资促进作用。

五 是 持 续 优 化 外 商 投 资 环
境。实施好 《外商投资法》 及配
套条例，建立外商投资服务体

系，健全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
制，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

商务部外贸司一级巡视员江
帆表示，中方将在做好自身复工复
产、加强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
转的同时，继续加强与贸易伙伴的
合作，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结合自
身能力及时提供必要帮助。同时，
加强外贸供应链国际合作与交流
对接，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运转作出应有贡献。

“总体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发展趋势不会变，我国超大
市场规模的强大磁吸力不会变，我
国在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不会变，
外国投资者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
预期和信心不会变。在党中央、国
务院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
能力克服困难完成全年稳外资工
作目标。”叶威说。

为切实解决扶贫农畜产品滞销问题，多渠道促进
对贫困地区旅游服务消费等，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

《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020 年行动方案》，
联合27个部门和单位开展30项具体行动，持续释放消
费扶贫政策红利。

扩大扶贫消费规模

以往春节前后是苹果销售的旺季，但今年受疫情
影响，陕西米脂县贫困果农的山地苹果滞销了。定点
帮扶该县的国家能源集团了解情况后，下属神东煤炭
集团第一时间紧急采购 80吨山地苹果，用于职工食堂
配餐，集团工会系统也立即发动陕西境内有关企业积
极参与，帮助果农渡过难关。

看似只是消费端的选择，对改善贫困地区居民收
入却有着直接影响。《行动方案》首先明确进一步扩大
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规模，提出广泛动员党
政机关、统一战线、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工青妇
等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商会、民营企业等各方力量，
积极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参与消费扶贫。

据发改委发布的数据，2019 年，东部沿海地区直
接采购和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483亿元，中央和国
家机关、中央企业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定点扶贫县农
产品154亿元，动员引导其他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民
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
品超过 1000亿元，全社会已经形成“人人皆可为、人
人皆能为”的消费扶贫浓厚氛围。

在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看
来，消费扶贫是一项双赢行动。一方面，许多贫困地
区农产品、手工艺品缺销路，需要靠消费牵引，为产

品找到市场；另一方面，市场对特色优质的农特产品
也有需求。“市场需求是稳定的、增长的，一旦供需对
接起来，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脱贫效果也更能持久，
贫困地区有望永远告别贫困。”赵萍对本报记者表示。

打通流通“瓶颈”

消费扶贫如何推进？打通堵点很重要。
“贫困地区之所以容易出现滞销卖难，究其根源主

要还是因为设施不足、物流不畅、运距较远、成本较
高，还有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农业农村部市场
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说。

针对这些问题，农业农村部此前出台了一些措施

持续加力。比如在产地市场建设、市场信息服务、农
业品牌打造、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电商培育和产
销对接等方面，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和倾斜力度。

《行动方案》 再次明确，在打通流通“瓶颈”方
面，将加强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网点建设，支持贫困地
区参加各类产销对接活动。

此前各方行动已有成效。去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了
10场“面对面”的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成
交150亿元；今年自疫情发生以来，商务部发挥农产品
滞销信息线上收集发布平台的作用，截至 3 月 17 日撮
合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7000余吨。

企业方面，中国电信开发平台，组织农产品进驻

电商销售，2019年平台累计接入全国31省区市、300多
个地市消费扶贫工作。2018 年以来，销售的农副产品
超3.77亿元，其中扶贫产品近8000万元。

“酒好也怕巷子深”，赵萍说，贫困地区由于基础
设施相对落后、市场主体少，传递给市场的信息往往
也不充分，消费扶贫面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这就需
要政府、企业多搭建桥梁，完善物流、信息基础设施
等硬件，让信息流、物流、商流畅通起来，让更多贫
困户可以“足不出户”卖全国。

提升供给质量

产品怎样才能卖得好？质量也很关键。
枸杞是甘肃古浪县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中国

化工集团在对口帮扶该县过程中，为枸杞的大面积种
植提供技术保障，并投资帮扶建设枸杞精加工车间，
增加枸杞附加值。通过扩展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
极大带动了贫困户脱贫增收。

《行动方案》明确，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旅游
等服务供给质量。例如，支持在贫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提高农产品供给的规模化组织化水
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能力；开展农产品初加工项目
建设，提高贫困地区农产品初加工率；引导农产品加工
企业向贫困地区县域、重点乡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和产业园区集聚，配套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基
地，为贫困群众分享消费扶贫红利提供支撑等。

赵萍认为，消费扶贫将扶贫行动与市场经济的优
胜劣汰结合起来，从长远发展来看，需要不断提升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以满足消费中日益呈现的品质化、
个性化趋势。一方面，要改进农特产品生产工艺，提
升产品产量，满足市场一旦打开后可能会快速增长的
需求；另一方面，产品质量要有所保障，增量不降
质，保留产品和服务原有的特色。

据新华社上海3月20日电（记
者桑彤、何曦悦） 20日，摩根大通证
券（中国）有限公司、大韩再保险上海分
公司、罗素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景顺瑞和（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及绿光环球（上海）资产管理公司5
家机构在上海举行线上开业仪式。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表
示，此次开业的机构包括证券公

司、再保险公司和资管机构，与上
海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和国际保
险中心的建设目标高度契合，将成
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的力量。

加大在沪投资已成为一批国际
金融机构的共识和选择。摩根大通
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郭利博表示，
摩根大通证券选择在上海设立，因
为上海在中国乃至全球来说都是最

充满活力的城市，并且正迅速发展
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据悉，上海在不断进行制度创
新，通过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高
效服务举措招商稳商。目前，上海
共有 72家国际金融机构获得合格境
外有限合伙人试点资质，44 家国际
金融机构获得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试点资质，全球排名前 10的资产管
理机构均已在沪设立机构并开展业
务，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的 25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中，有24家落户上海。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市场磁吸力强大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增加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增加

外汇管理局扩展外债便利化试点

一批外资金融机构在沪“云开业”

近来，为有效化解
扶贫产品滞销难题，江
西省赣州市全南县通过
抖 音 、 微 信 等 “ 互 联
网+消费扶贫”的方式，
切实解决贫困群众生产
的农产品销路窄、增产
不增收等突出问题。图
为全南县城厢镇干部在
为当地贫困群众网络直
播销售农产品。

尹其奇摄 （人民视觉）

采摘新茶
近年来，湖南省郴州

市嘉禾县石桥镇通过政策
扶持，鼓励村民流转土地
发展茶叶生产，种植茶叶
达 3800 多亩，带动务工就
业，让村民增收。图为3月
19 日，在石桥镇岐峰村茶
场，村民在雨中采摘春茶。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辣椒丰收
日前，江苏省淮安

市洪泽区宋庄村椒农大
棚 种 植 的 辣 椒 喜 获 丰
收，畅销市场，助农增
收 致 富 。 图 为 3 月 19
日，洪泽区宋庄村椒农
正在收摘辣椒。

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

连日来，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四支队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执勤训练。在做好日常洗消和体温监测的同时，坚
持科学开展各项工作，促进部队建设稳步提升。

矫嘉伟 姜润邈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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