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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本面足以支撑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 6 月 19 日讯 记者陈
果静报道：6 月 19 日，上证综指下跌
3.78% 。
“ 既 然 是 市 场 ，就 会 有 涨 有
跌 ，投 资 者 应 该 保 持 冷 静 ，理 性 看
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金融市场波动受多
种因素影响，19 日股市出现波动，主
要受情绪影响，周边股市也都出现一
定程度的下跌。

易纲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
良好，经济增长的韧性增强，总供求
更加平衡，增长动力加快转换，今年
以来人民币是少数对美元升值的货
币之一。基于这样的经济基本面，中
国的资本市场有条件健康发展。
近年来，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
不断上升，贸易依存度已从 2006 年
的 64%下降到去年的 33%，低于 42%

的世界平均水平，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例也从 2007 年的约 10%
下降到去年的 1.3%，我国经济应对
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是
一个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市场，经济
内生潜力巨大，
有充分的条件和空间
应对好各种贸易摩擦。
易纲表示，
人民银行始终高度重
视外部冲击的影响，
将前瞻性地做好

相关政策储备，
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
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把握
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
促进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党的十九大已
对下一步改革开放作出全面部署，
中
国必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
也有
利于世界。

股市短期波动无碍市场长期发展大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6 月 19 日，A 股市场主要股指出
现明显回调，
沪深两市成交量有所放
大。对此，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刘锋认为，近期，美国金融市场大
幅震荡，我国国内避险情绪也因此趋
于上升，短期波动加剧，但总体看，这
些情况无碍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
济长期发展。
刘锋表示，
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是国内资本市场平稳向好的根本决
定因素。2018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继续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从需求来看，工业需求平稳、居民消
费需求稳中有升。2017 年中国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估计到
2020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
更高。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主要推动力之一。经济的平稳发展与
转型升级，意味着资本市场迎来大的
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
一个现代化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多
层次资本市场作为重要金融支撑。
刘锋认为，随着资本市场风格转
变及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的上升，
我国
资本市场机构化转型趋势将为市场
平稳发展提供自动稳定器作用。近年
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互联互
通的加强，以及 A 股被正式纳入摩
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新兴
市场指数，境外投资者进一步提高对
A 股市场的关注与介入，市场风格开
始向价值投资转型。随着证券投资专
业性的要求大大提升，
市场逐渐由散
户化向机构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市
场机构化转型的趋势将进一步明朗，
追涨杀跌的散户“羊群效应”会逐步
淡化，对于市场平稳发展而言，机构

化本身会起到一种自动稳定器作用。
刘锋表示，
居民跨期资产配置需
求的上升增强市场长期资金介入的
趋势。随着居民财富积累的增加与
老龄化趋势的发展，
跨期资产配置需
求的上升成为必然趋势之一，
保险业
和财富管理业必然随之迎来大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从长期来看，
险资与
养老金投资会成为资本市场长期稳
定的重要基础。
刘锋建议，未来要从以下几方
面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平稳发展：一
是要从保证市场流动性角度，完善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二是要从引导
长期资金入市角度，
进一步完善我国
养老金制度；三是做好投资者教育，
引导投资者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理
智看待贸易摩擦对于金融市场的影
响。综上，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平稳向
好发展有着自身内在逻辑，
总体向好

外交部：

奉劝美方回归理性，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记者
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 日表
示，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
顾，
再度挑起贸易战，
其做法已失信于
世人，
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企业利益，
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中方奉劝美方
回归理性，
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6 月 18 日，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
指责中方在经贸问题上的政策，
称美
方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已表

明中方在经贸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必
须指出，
美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
对中
方进行无端指责，
其目的是为了掩盖
自身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近
日，
美方置双方已经形成的共识于不
顾，
反复无常，
再度挑起贸易战，
其做
法已失信于世人，
伤害中美两国人民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白宫6月18日声明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商务
部 新 闻 发 言 人 就 美 白 宫 6 月 18 日
声明发表谈话。发言人说，美方在
推 出 500 亿 美 元 征 税 清 单 之 后 ，
又变本加厉，威胁将制定 2000 亿

美元征税清单。这种极限施压和
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
共识，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
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

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
力反制。
发言人指出，美方发起贸易
战，违背市场规律，不符合当今世
界发展潮流，伤害中美两国人民和

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表示，A 股市场出现明显回调，与多
方面因素相关，市场不用过于担忧。
首先，
就中美货物贸易的实际情况观
察，
中美间货物贸易在中国进出口总
额中的比重并非特别巨大；其次，中
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
对股市构成
长期支撑。今年以来主要经济数据表
现较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发
电量、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均超出预
期，
表明经济增长比较稳定；
再次，
当
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双支
柱，
更加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和质量
提升。尽管近期出现了个别债务违约
事件，
但从长期看，
较强的监管力度，
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
防止资金在金
融体系内空转和流向房地产等行业，
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企业利益，
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
耿爽表示，中方不想打贸易战，
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将继续采取有效
举措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
制。同时，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按照既定节奏，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现代经
济体系。
“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停止
损人不利己的言行，这才是出路所
在。”耿爽说。

企业利益，伤害全世界人民利益。
中方的应对既是为了维护和捍卫国
家和人民利益，也是维护和捍卫自
由贸易体制，维护和捍卫人类共同
利益。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中
方都将按照既定节奏，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定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
代经济体系。

国际舆论批评美国挑起 “ 要 贸 易 不 要 关 税 ”
——美国业界反对挑起对华贸易战
贸易战破坏世界贸易秩序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继近日推
出针对 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征税
清单之后，美国政府又变本加厉，
威 胁 将 制 定 2000 亿 美 元 征 税 清
单。国际舆论纷纷批评美国的单边
主义行径，指责美国挑起贸易战，
违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贸易
秩序。
美国底特律中华商会顾问汤
姆·沃特金斯表示，中美贸易摩擦的
不断升级既不幸也不必要，两国发
生贸易战将没有赢家。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主席丹尼
斯·斯莱特说：
“ 我代表 130 万设备
制造业工人，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实
施破坏经济的关税政策。”加征关税
是对美国消费者征税，这将使美国
制造业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美国大豆协会数据显示，美国
每年大豆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出口
中国，价值 140 亿美元。美国农业
协会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帖反对特
朗普政府的决定：
“现在是进行贸易
的时刻，而不是增收关税的时刻。”
“中国是有价值的贸易伙伴，是（美
国）大豆种植者的依靠。”
美国挑起贸易战的举动也给世
界其他经济体带来风险。英国天空
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政府的决定
同时将加剧美国与包括欧盟在内的
许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
英国《卫报》援引牛津经济研究
院的研究结果报道说，美国加征关
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增加将
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特别是跨境
投资。美方的做法将使中美两国和

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日本共同社发表文章指出，美
国此举给世界贸易蒙上一层阴影，
日本企业也难以独善其身，因为日
企中国分公司对美国出口的部分产
品也在制裁清单之列。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美国
的关税举措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不
安定因素。日本《产经新闻》指出，
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遭
到盟友强烈反对。美国强硬的保护
主义贸易政策，是搅乱世界贸易秩
序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生意人报》发表评论
说，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中国商品
征收额外关税是出尔反尔、不负责
任的表现。美国的举动开启了贸易
保护主义的阀门，不利于全球贸易
自由化的发展。
孟加拉国前驻华大使、孟加拉
国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席法伊兹表
示，美国如今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
公平贸易的破坏者，美国采取的贸
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对全球贸易秩序
的破坏。
古巴拉美通讯社报道说，美国
抛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清单将
“造成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紧
张关系的严重升级”。古巴辩论网
站报道称，美国此举是新的威胁全
球贸易的单方面行动。
对于美国强势推行保护主义政
策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危害，印度
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乌帕特亚伊
说，受影响的国家不应坐视不管，
而
应该立场坚定地面对并采取相应
措施。

“一想到（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的后果，
我就很担心，
”美国伊利诺伊
州诺科米斯豆农希思·霍克说，
“过去
三五年来，农业一直很低迷，这样做
对我们而言就是雪上加霜。说实话，
这真的让我害怕。”
继近日推出针对 500 亿美元中
国商品的征税清单之后，
美国政府又
变本加厉，18 日发表声明说将再制
定 2000 亿美元征税清单。中方立
即表态，表示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
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综合措
施，
做出强有力反制。
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
引发美
业界人士强烈反对。
美国农业、
制造业
等领域的行业协会发起了向国会请愿
行动，
呼吁阻止特朗普政府这种损人不
利己的贸易保护主义举动，
其中包括代
表 30 多万名豆农的美国大豆协会。
他
们还在社交媒体上以
“要贸易不要关
税”
为热词广泛宣传他们的诉求，
以唤
起各界对贸易战悲观前景的关注。
“我们大豆卖家在为最坏的情况
做准备，
”
南达科他州谷泉市大豆种植
户凯文·斯考特说，
“现在市场需求非常
小，
过去几周，
我们一直在赔钱卖。
对于
种植户而言，
这真的很令人沮丧。
”
斯考特说，
他按比例播种了玉米
和大豆，
现在已没有回头路，
“现在的
价格远低于生产成本”
。
“市场担心，
如果我们与世界主要
大豆进口国以及我们最大的出口客户
中国的关系出现问题，
那么它将减少
给我们的订单，我们将积压更多大
豆。
”
芝加哥期货经纪公司扎纳集团首
席农业市场分析师特德·赛弗里德说。
美国玉米种植者协会成员也同

样忧心忡忡。北达科他州种植户、协
会会长凯文·斯昆斯说：
“农民在田地
里忙碌，
需要在收获季节依靠农作物
市场，
他们不能承受反制措施带来的
直接影响。”
美国密尔沃基设备制造商协会
会长丹尼斯·斯莱特说：
“我们代表行
业的 130 万装备制造工人敦促特朗
普政府不要实行将损害经济的关税
措施。我们强烈反对挑起与中国的
贸易战，
因为在针锋相对的贸易摩擦
中，
没有人会成为赢家。关税是对美
国消费者的税收，
加征关税还将使美
国相关行业就业面临风险。”
针对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可能
引发与中国贸易战的盲动，
地平线投
资公司首席全球战略分析师格雷格·
瓦莱尔认为，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将对
美国产生四大消极影响：
通货膨胀率
上升、农业州经济增长受拖累、企业
长期规划因不确定性而变得复杂，
以
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孤立。
高 频 交 易 巨 头 Virtu Financial 公司交易员马修·切斯洛克对新
华社记者表示，
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
级，
“美国的就业市场会受影响，
尤其
是建筑业、汽车业和农业。我们会持
续关注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尖锐
批评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的做法。格林斯潘说：
“美国已处在贸易战的峭壁边缘。如
果贸易战真的开打，
我们会感到非常
伤心，
因为认为他国在占美国便宜的
逻辑是无稽之谈。”
文/新 华 社 记 者 杨 士 龙
王 文 （新华社纽约6月18日电）

本报北京 6 月 19 日讯 记者冯其予从商务
部获悉：
《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
日前已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方案明确，深化试点
期限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止。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 19 日表示，未来两
年试点中，我国将聚焦补短板、强弱项，着力扩大
服务出口，
同时还将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拓展数字技术支撑的新兴服务贸易。
2016 年 2 月，国务院批准在天津、上海等 15
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两年试点形
成了 29 项经验，经国务院批准，目前正在向全国
推广。数据显示，
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增速普遍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2017 年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占
全国的比重为 51.9%，比试点前提高 5 个百分点。
在试点的带动下，全国服务出口快速增长，2017
年服务出口 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为 2012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也是 7 年来首次服务出口增
速快于进口。今年前 4 个月，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达到 1.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其中服务出口
增长 13%，进口增长 11.4%，出口增速继续快于进
口增速。按美元计，今年前 4 个月我国服务进口和
出口同比增速都超过了 20%。
冼国义表示，方案总结了前 2 年试点经验和
成效，聚焦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
培育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模式、提升便利化水平、
完善政策体系、健全统计体系、创新监管模式等 8
个方面逐项深化试点任务。
冼国义强调，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创新试点重
要的探索方向。这次深化试点将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作为试点探索的重点任务，推出 6 项开放的
便利举措，
如金融方面提出了允许外商独资银行、
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在提交开业申请的
时候，申请人民币业务；再如，对全部面向国外市
场的离岸呼叫中心不设外资的股比限制等。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两年 ，二十九项经验推向全国

央行行长回应股市下跌，投资者应保持冷静理性看待——

未来两年我国将着力扩大服务出口

3 经济要闻

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出炉——

自动驾驶发展迎来新机遇
本报记者 黄 鑫
工信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日前印发《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总体要求）》
（下称
《指南》）等系列文件。工信部科技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指南》将充分
发挥标准在车联网产业生态环境构
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领作用，
为打造具有核心技术、开放协同的
车联网产业提供支撑，为自动驾驶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有利于加快共性基础、关键
技术、产业急需标准的研究制定，
加
紧研制自动驾驶及辅助驾驶相关标
准、车载电子产品关键技术标准、无
线通信关键技术标准、面向车联网
产 业 应 用 的 LTE- V2X 和 5G
eV2X 等关键技术标准，逐步建设
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技术和产
业发展需要的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
体系，
满足研发、测试、示范、运行等
产业发展需求。”上述负责人说。
车联网产业是依托信息通信技
术，
通过车内、车与车、车与路、车与
人、
车与服务平台的全方位连接和数
据交互，
提供综合信息服务，
形成汽
车、
电子、
信息通信、
道路交通运输等
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
是全
球创新热点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近年来，我国车联网产业发展
迅速，
关键技术创新不断加快，
测试

示范区建设初具成效，融合创新生
态体系初步形成，
涉及汽车、信息通
信等多个行业发展以及交通运输、
车辆管理等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因
此，建立跨行业、跨领域、适应我国
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的标准体系已
成为产业发展需求，
《指南》充分利
用和整合了各领域、各部门在车联
网标准研究领域的基础和成果。
根据标准化主体对象和行业属
性，
《指南》分为总体要求、智能网联
汽车、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等
部分。
“ 总体要求为《指南》第一部
分，也是整个《指南》的顶层设计部
分。主要是提出车联网产业的整体
标准体系结构、建设内容，
指导车联
网产业标准化总体工作，推动逐步
形成统一、协调的国家车联网产业
标准体系架构。”上述负责人说。
上述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将继
续发挥好由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等20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车联
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作用，
着力突
破先进传感器、
车载操作系统及中间
件、车载智能处理平台、汽车级芯片
等关键技术，
加强LTE-V2X无线通
信技术的覆盖和应用，
加快信号灯、
交通标识等道路基础设施的信息化
和接口改造，
加快建立车联网产业体
系，
促进自动驾驶发展。

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明显

去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4.6%
本报北京 6 月 19 日讯 记者
吉蕾蕾报道：在 19 日举办的 2017
年度重点用能行业能效
“领跑者”发
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
国斌表示，2016 年以来，工信部利
用绿色制造专项支持了 225 个重点
项目，发布了 720 项绿色制造示范
名单，持续加大钢铁、水泥、电解铝
等重点高耗能行业节能监察力度。
统计显示，2012 年至 2016 年，全国
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下降 29.5%，2017 年又下降 4.6%，
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明显。
发布会上，2017 年度钢铁、电
解铝、铜冶炼、原油加工、乙烯、合成
氨、甲醇、水泥、平板玻璃等 9 个重
点用能行业的 19 家能效“领跑者”
企业名单也同时公布。辛国斌表
示，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能效“领
跑者”工作，切实加强对标达标，及
时总结能效“领跑者”实践经验，推
动全行业能效整体提升。

青连铁路连盐铁路合并为“青盐线”

6 月 19 日，工人在连盐铁路跨越江苏省连云港蔷薇河特大桥敷设电缆。
近日，
经中国铁路总公司批复，
新建青岛至连云港铁路和新建连云港至盐城
铁路合并为铁路
“青盐线”，
起点为青岛北站，
途经日照、
连云港，
终点为盐城
北站，
线路全程 428.752 公里，
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耿玉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