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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5 月 31 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 30536 亿美元，较 4 月末小幅上升 240
亿美元，增幅为0.8%，连续第四个月出现
回升。今年 1 月，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下
降，跌破3万亿美元，此后开始连续回升。

针对外汇储备规模四连升，国家外汇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资金流动趋稳和
汇率估值因素推动外储回升。5 月，我国
跨境资金流动延续回稳向好势头，外汇供
求继续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国际金融市场
出现波动，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总体升
值，资产价格有所上升。这些因素综合作
用，推动了外汇储备规模的回升。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健分析表示，外储回升主要得益于汇率
估值因素影响。5 月美元指数震荡下跌，
欧元、日元对美元汇率均不同程度上涨，
据粗略估计，仅非美货币升值对外储贡献
达 190 亿美元左右。此外，美国、欧元区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下降，债券价
格上升也对外储有一定贡献。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外
储连续 4 个月上升，主要受两方面因素
影响：一是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向
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企稳回升，特别
是 5 月份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中
纳入逆周期因子，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
善，当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
1%，人民币贬值预期逆转或将使结售汇
由逆差转为顺差，形成外汇储备规模增

加；二是美元指数下跌导致的估值效
应。今年 5 月，美元指数下跌 2%左右，
我国外汇储备中以欧元、日元计价的资
产折算美元后数额增加。

下一步，预计外汇储备规模仍将保
持基本稳定。外汇局有关负责人认为，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同时出现了质量提升、结构优化、
后劲增强、动能壮大、空间拓展等更多
积极变化，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
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因素进一步增多，经
济稳中向好的步伐更加稳健。国际金融
市场运行相对平稳，跨境资金流动和外
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稳中
有升。受此提振，居民和企业的购汇行
为更加趋于理性。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扩
大的效果继续显现，将进一步巩固跨境

资金流动平稳、均衡发展的基础，推动
外汇储备规模趋于稳定。

温彬预计，未来数月，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将保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继续
小幅增加。刘健表示，短期内外储有望
基本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引
入“逆周期调节因子”短期内有助于提
振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资本流动
形势有望继续改善，有利于外储回升。
不过，美元指数跌破97中枢价位后存在
技术反弹可能，加之 6 月中旬美联储议
息会议可能公布未来加息及缩表路径，
英国大选仍存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可能
制约美元指数进一步下跌。因此，6 月
汇率估值上升对外储规模贡献度可能有
所下降，从而可能成为制约外储规模回
升的主要因素。

受资金流动趋稳和汇率估值因素推动——

外汇储备规模连续四个月回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忱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曾金华
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7 日发布通
知，明确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范围的有关政策，以进一步支持小型微
利企业发展。

前段时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推出6项减税措施，其中就包括扩大享
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
围。此次两部门发文作了具体部署。

通 知 明 确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9年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
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 30 万元提高至 50
万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50万元（含
5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通知规定，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
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

的企业：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5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从业人数不
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两部门要求，各级财政、税务部门要
积极做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宣传辅导工作，确保优惠政策落实
到位。

据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小微企业税
收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逐步将减半征税
标准从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 6 万元提高
至 10 万元、20 万元和 30 万元，到此次再
度提升到 50 万元，体现了对小微企业的
重视和支持。

“小微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是
稳定国家经济和保障民生的重要载体。
2012 年至 2016 年，约有 1500 万户次小
型微利企业享受了税收优惠，减免所得税
近 700亿元，近 3 年来的减免税额平均年
增长率达 38%。这些政策的出台会进一
步增强国内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心，
产生积极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该负
责人表示。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扩大
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至50万元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讯 记者
黄鑫报道：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殷明汉 6 月 7 日宣布，
两项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
系国家标准正式出台，分别是《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基础
和术语》和《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要求》。

“两项国家标准的发布，是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研制的重要
里程碑，标志着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工信
部总工程师张峰说。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
田世宏表示，我国两化融合已从
初步探索进入系统攻坚阶段。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的制定实施
将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可引
导企业系统建立、实施、保持和改
进两化融合管理机制，有效解决
信息时代产业转型升级“怎么干”

“怎么干好”的问题。
两化融合是推进《中国制造

2025》的主线。工信部信息化和软
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在回答《经
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经过多
年实践，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
作已取得显著成效，9项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完成立项，其中
3项已正式发布，全国开展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的企业达4300余
家，开展两化融合自评估、自诊断、
自对标的企业达73000余家。

为加快《基础和术语》《要求》等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
准全面普及，张峰表示，将与国标委、国资委联合发布《关
于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下一步要继续建设数据地图，持续推进企业两化融合自
评估、自诊断和自对标，促进分级分类差异化发展。健全市
场化运行体系，完善贯标工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建立开
放透明的监督管理机制，扩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结果
的社会采信范围。”张峰说。

田世宏表示，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将与工信部等相关
部门协同配合，探索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两化融合标准
化技术体系，加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国家标准的规划布局
和顶层设计，加快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研制推广。

据了解，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进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
即起步阶段、单项应用阶段、综合集成阶段和协同创新阶
段。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安耕表示，随着我
国两化融合水平的不断提升，已经有更多的企业进入第
三、第四阶段，只有进入第三阶段以后，一个企业两化融合
水平的效果才能明显地表现在企业竞争力和财务指标上。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两项国家标准出台

本报河北邯郸 6 月 7 日电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赵
红梅报道：7日上午，25台小麦联合收割机驶入河北省邯
郸市成安县大郭庄村的麦田，河北省小麦大面积机收作
业正式拉开帷幕。

河北省农机局局长傅强介绍，河北省3415万亩小麦
已陆续进入收获期。由于播种基础好、开春后土壤墒情
适宜，技术管理措施到位，今年小麦的总体长势良好，亩
穗数足、穗粒数多，根据测产调查，预计今年小麦单产
415.36公斤，单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今年“三夏”期间，河北省将出动140万台农
机具，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夏收与夏种同步推
进，小麦机收率将达到99%，夏玉米机播率将达到92%。

本版编辑 管培利 辛自强

河北：小麦大面积机收启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兴边富
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作为民族工作领域一个重要的专
项规划，它有何新亮点？日前，《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和部
分参与规划咨询论证的专家，对《规划》进
行了解读。

维护民族团结边防稳固

促进团结、固边睦邻是本次《规划》编
制的基本原则之一。《规划》提出，全面正
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断巩固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增强兴边富
民辐射作用，增进睦邻友好，为边境地区
发展营造良好内外环境。

《规划》论证专家组组长、中央民族大
学少数民族事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杨圣
敏教授认为，生活在我国边境线上的 30
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山水相连、礼
俗相同，有的甚至血缘相亲。没有民族团
结和边防稳固，边境地区发展就会成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规划》强调的“促进团
结，固边睦邻”是基础。

在杨圣敏看来，近10余年来，边境民

族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目前已经超
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能取得这样的发
展成就，兴边富民行动功不可没。

国家民委原副主任罗黎明认为，近年
来，我国加大规划编制改革力度，大规模
缩减国家级专项规划数量，但在民族工作
领域，仍保留了包括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在
内的两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高度
重视，对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
高度重视，对边境地区和广大边民的特殊
关怀。

“《规划》体现出统筹边境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特点。”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司
长乐长虹认为，《规划》内容涉及边境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重点突出，与兴
边富民行动“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一脉
相承，既延续了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的
各项重大政策措施，又根据新的形势和任
务，进行了充实调整，特别是主要任务部
分，更加全面和具体，与兴边富民行动不
断深入推进的态势是相适应的，说明中央
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力度更大了。

强化政策支撑有效性

一个规划实施的效果如何，政策支撑
是关键。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强
化政策举措的差别化。《规划》强调，不仅

国家优先支持边境地区改革创新和加快
发展，出台差别化政策予以支持，进一步
加大相关优惠政策对边境地区的倾斜力
度，还要在边民扶持、财政、金融、土地、社
会保障、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补偿、对口
支援等七个方面强化政策支持。

为什么要强化政策举措的差别化？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
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孙志燕看来，由于沿边
地区多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发展能
力相对较低，又远离市场，单纯依靠市场
竞争，这些地区很难吸引优质资源流入，
必须要通过一些差异性政策的实施，创造
更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其在追赶发展的初
期能够通过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实现跨
越发展。

孙志燕认为，我国沿边地区涉及多个
省区，这些地区无论是区位条件、资源禀
赋、民族构成、地形地貌，还是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都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而这些
差异即代表着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为
此，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问题有不
同的政策响应。

“因地制宜的差异性区域政策实际上
在政策需求与供给，各地区不同的发展要
素和发展主体之间形成了多元、多层次的
有机匹配，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区域政策
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会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形成良性的传导机制，对落实

《规划》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孙志燕说。

州市首次成为联动区

记者注意到，与兴边富民行动“十一
五”“十二五”规划有所不同，本次《规划》
对格局进行了调整和创新。《规划》提出

“以沿边境乡镇为重点梯次推进”，并首次
提出将边境市作为规划联动区，增强对边
境地区建设发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形成边
境地区夯实前沿、以边带面、从线到片的
空间格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董锁成认为，这样的安排抓住了边
疆的要点和短板。沿边境乡镇处于边境
地区，离中心城市比较远，受中心城市辐
射弱，因此，一般发展滞后。但是，沿边境
乡镇具有地缘特殊重要性，既是我国边防
的最前线，又是沿边开放的最前沿。抓住
沿边境乡镇，兴边富民行动才能有效落
地，才能使有限资源集中落到关键区域。

在董锁成看来，将边境州市作为规划
联动范围，是要充分发挥其在带动边境县
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是在更大平台
上整合资源，争取更多支持；另一方面强
调项目资金的重点投入，向边境县倾斜，
进而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形成更加全
面的联动优势，夯实和扩展边境地区发展
基础，更好地达到加强边疆治理的目的。

《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在七方面部署支持政策——

差别化举措将激发边境地区比较优势
本报记者 郑 彬

6 月 7 日，位于山东
烟台市芝罘区的中集来
福士基地，正在维护的
我国第6代3000米深水
半 潜 式 钻 井 平 台——

“海洋石油 981”和正在
建造的“维京龙”系列钻
井平台。中集来福士拥
有丰富的深水平台设
计、建造、调试及交付经
验，占我国 80%的市场
份额。目前已有 9 座深
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等大
型重器从芝罘岛驶出，
奔赴挪威北海、墨西哥
湾、巴伦支海等海上油
田作业。中集来福士是
芝罘区的龙头骨干企
业，当地积极为企业创
造 良 好 软 硬 件 发 展
环境。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本报讯 记者马呈忠报道：我国大型能源装备制造
企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成功研制出世界首个特
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换流阀，这标志着特变电工在国际上首
次将柔性直流技术从现有的最高等级±350 千伏提高
到±800千伏特高压等级，送电容量从现有的最高100万
千瓦等级提升至500万千瓦，开启了直流输电的新时代。

相比于常规特高压直流，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应用
于传输新能源发电时，无需为了给换流器提供工作电压
配套建设容量达新能源发电 3 倍的火力发电，从而大大
降低新能源发电输送系统的整体成本，有助于将清洁能
源传输得更远、更平稳。

世界首个特高压柔性直流换流阀问世
可降低新能源发电输送成本

6 月 6 日，江苏省灌南县，麦秸打捆机正在田间工
作。近年来，灌南县积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在全县形成
秸秆收购、加工、销售、运输一条龙产业链。 潘法如摄

江苏灌南：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