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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2018年中国外贸“成绩
单”昨天公布，进出口总值高达4.62
万亿美元，增长12.6%，以人民币计
超过3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海
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
示，2018年对外贸易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有望
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
位。

李魁文指出，2018年外贸进出
口特点表现在，一般贸易进出口快速
增长，比重上升。2018年，我国一般
贸 易 进 出 口 17.64 万 亿 元 ，增 长
12.5%，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8%，
比 2017年提升1.4个百分点，贸易
方式结构有所优化。对主要贸易伙
伴进出口全面增长，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增势良好。2018年，
我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
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7.9%、5.7%和
11.2%，三者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
的41.2%。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37万亿元，增
长13.3%，高出全国整体增速3.6个
百分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为
拉动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力。其中，
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希腊进出口

分别增长24%、23.2%和33%。
而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比重提

升。2018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12.1万亿元，增长12.9%，占我国进
出口总值的 39.7%，比 2017 年提升
1.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87万亿
元，增长10.4%，占出口总值的48%，
比重提升1.4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第
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进口4.23万亿
元，增长18.1%。2018年，我国民营
企业对外贸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
过50%，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一大亮
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2.99万亿元，增长4.3%，占42.6%；国
有 企 业 进 出 口 5.3 万 亿 元 ，增 长
16.8%，占17.4%。

关于对2019年我国进出口走势
的看法，李魁文认为，总的看，当前我
国国内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发展势
头没有改变，中央围绕稳外资稳外贸
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效
果正在逐步显现，为今年外贸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外
部环境还是复杂严峻的，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加上基数抬高等
客观因素，外贸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
缓。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预计
今年我国外贸发展有望稳中提质，质
量和效益将进一步提高。

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交出

亮丽成绩单：商务部 14 日发布数据

显示，全年实际使用外资8856.1亿元

人民币，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 0.9%（折 1349.7 亿美元，同比增

长3%）。2017年，这一数据为8775.6

亿元。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介绍，

2018年，我国制造业吸收外资实现快

速增长。1-12 月，制造业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增长20.1%，占比为30.6%，

较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其中，高

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35.1%。

中 西 部 地 区 实 现 快 速 增 长 。

2018年，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增 长 15.4% ，西 部 地 区 同 比 增 长

18.5%。自贸试验区同比增长 3.3%，

占比为12.1%。

外资大项目实现快速增长。合

同外资 5000 万美元以上大项目近

1700个，同比增长23.3%。并购方式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8.4%。

主要投资来源地实际投入增长

态势良好。2018年，主要投资来源地

中，新加坡、日本、英国、美国实际投

入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1%、13.6%、

150.1%和7.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增长13.2%。

去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但我国坚持扩大

开放，在放宽外商投资准入、保护外

商投资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出

台外商投资法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

举措，给外商吃下“定心丸”。2018

年，世界银行将我国营商环境一次性

上调了32位。

近日，商务部部长钟山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2019年商务部将扩大

开放领域，继续缩减“负面清单”，允

许更多领域独资经营，加大引资力

度，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推动自贸试

验区发展，打造开放新高地等，力争

保持吸引外资稳中向好势头。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证监会举行新闻
发布会，披露了2018年证监稽查20
大典型违法案例，此次违规案例中有
两例涉及自媒体。监管层表示新媒
体不是法外之地，利用影响力操纵市
场，编造虚假信息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是法律严格禁止的行为。

监管层介绍，这些案件包括长
生生物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山西
三维环保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阜
兴集团与李卫卫合谋操纵大连电瓷
股票案、陈贤操纵国债价格案、五洋
建设欺诈发行公司债券案等社会关
注度较高案件在列。这些案例涉及
五类违法行为，包括虚假陈述及中
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件、操纵市场、
内幕交易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欺诈发行公司债券、编造传播证券
期货虚假信息等，涉案机构包括上
市公司、评估机构、银行从业人员、
公募、私募从业者，还有两例自媒体
案例。

具体来看，一例是廖英强操纵市
场案。对于此案，监管层的点评是

“股市‘黑嘴’借助自媒体荐股实施操
纵市场”。

据悉，本案系一起借助互联网短
视频等形式公开荐股并从中牟利的

“黑嘴”案件。廖英强是知名财经媒

体的嘉宾主持，同时通过其经营的
“爱股轩”APP等平台发布荐股视频，
积累了名气和受众。廖英强在不具
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情况下，
利用自身影响力，在微博、博客上公
开评价、推荐股票。在荐股前先行
买入，然后推荐他人买入，并在股价
上涨时迅速卖出，牟取短期价差。
2015 年 3 月至 11 月，廖英强 46 次
操纵39只股票。2018年4月，证监
会依法对廖英强作出行政处罚。本
案的查处再次对股市“黑嘴”通过

“抢帽子”交易方式操纵市场敲响
了警钟。

另外一起是曹磊编造传播虚假
信息案，监管层表示本案系一起利用
自媒体编造传播证券期货虚假信息
的典型案件。

据监管层介绍，2017年11月20
日，曹磊在无权威来源、未尽核实义
务情况下将微信好友转来的《2018
年金融机构会议纪要》改编成《金融
机构和房企在证监会开闭门会》并
通过其运营的“山石观市”微信公众
号发布，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和
市场影响。2018年1月，证监会依
法对曹磊作出行政处罚。本案的查
处充分警示市场参与者，新媒体不是
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证券期货虚假信
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法律严格禁
止的行为。

2018年进出口总值增长12.6%

30万亿元 外贸进出口规模创新高

2018年我国吸引外资8856.1亿元
创历史新高

证监会披露2018年稽查典型案例
两例涉及自媒体编造虚假信息

新华社 图

受多重外部因素影响，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自9日来连续三日大幅上
涨。业内专家认为，最近几个月以来
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有所缓解，后
市预计将呈现双向波动特征。

数据显示，11日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中间价报6.7909，比8日6.8402
的中间价累计上涨0.72%。

美国汇盛金融管理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陈凯丰表示，美联储加息节奏
或慢于预期、美元整体贬值以及市场
对美国经济增长心存忧虑等因素导
致近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多个
场合表示对加息保持耐心，强化了市
场对美联储“鸽派”态度的预期，带动

美元指数整体走弱。数据显示，美元
指数已由1月2日最高的96.9580下
跌至11日汇市尾盘的95.6708，累计
下跌1.33%。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政府刺激措
施效果减退，货币、财政政策存在不
确定性，以及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显
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19年美国
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而美国联邦
政府部分“停摆”持续，也加剧了市场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陈凯丰还表示，全球风险资产和
各国股市整体在上涨，债券收益率在
下跌，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货币伴随
风险资产上涨而有所升值是可以理
解的。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14日以利率招标
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因当日有800亿元逆回购到期，人民
银行实现净投放200亿元。

央行发布的公告称，为对冲税
期、央行逆回购到期、政府债券发行
缴款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
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1000亿元
逆回购操作。本次操作中，有800亿
元逆回购期限为7天，另外200亿元
逆回购期限为28天，中标利率分别
为2.55%和2.85%。

业内人士表示，时隔多月，央行
开展28天期逆回购操作，主要为了
平稳春节前后流动性供需。

14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
放利率（Shibor）显示，各期限利率涨
跌互现，其中短期品种明显走高。其
中，隔夜利率为1.878%，较上一个交
易日上行17个基点；7天、14天和1
个月利率分别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
7.4个、2.6个和0.3个基点；一年期利
率为 3.337%，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1.3个基点。 据新华社电

人民币贬值压力缓解
后市或将双向波动

央行开展逆回购操作1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