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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外汇局公布的最新外
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879亿
美元，较 2018 年 12 月末上升 152 亿
美元，升幅为0.5%。

截至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
连续3个月回升，且上升幅度有所扩
大。2018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 30727 亿美元，较 11 月末上升
110亿美元，升幅为0.4%；2018年11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617亿
美元，较10月末上升86亿美元，升幅
为0.3%。

“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
估值因素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
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
经济师王春英表示，2019 年 1 月，我
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跨境资金
流动总体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上，主
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汇率上升，金
融资产价格有所上涨，进而推升外汇
储备规模。

“与去年 12 月的情况类似，1 月
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可能主要

还是汇兑和估值因素。”交通银行金
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
认为，1月美元指数继续下行，美元对
日元、欧元等主要非美货币总体贬
值，这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中这些非美
货币资产兑换成美元的价值有所上
升。而且1月各主要国家债券收益率
继续下行、债券价格上升，资产价格
重估也有利于外汇储备增长。

此外，1 月人民币对美元继续明
显升值，这也有利于外汇储备的稳
定。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人民币汇
率开始走升。2019年第一周，在岸人
民币升值幅度即超过1000个基点。1
月，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由 2018 年
末的6.86附近攀升至6.70左右，累计
升值超1600个基点。

但市场仍然存在担忧，不少分析

人士认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和跨
境资本流动有可能出现波动。鄂永健
认为，尽管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的担忧依然不减、美联储很可能暂缓
加息，但欧元区经济前景不明朗、英
国脱欧风险以及日本央行维持宽松
货币政策，都限制了美元指数下行空
间，预计美元指数波动震荡，下行的
空间并不大。叠加2月中美经贸磋商
等因素，鄂永健认为，人民币汇率、跨
境资本流动可能出现波动。

“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
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总体
稳定。”王春英认为，当前，全球经
济增长面临放缓压力，国际环境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我国经
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
态势，国际收支呈现自主平衡格
局，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提供
了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王春英表示，虽然全
球经济金融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经
济将延续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全方
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外汇市场运行
机制日臻完善，有条件保持跨境资金
流动总体稳定和外汇市场供求基本
平衡。

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30879亿美元，连续3个月回升——

外储规模今年仍将保持总体稳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本报北京2月11日讯 记者陈
果静从网联平台获悉：春节假期2月
4日至2月10日（农历除夕至正月初
六）期间，网联平台运行平稳，共处理
跨机构支付交易45.5亿笔。其中，2
月4日（农历除夕）交易量最高，单日
超过9.65亿笔。除夕跨年夜，网联平
台交易处理峰值超过4.4万笔/秒，系
统成功率 100%，全链路平均交易耗
时198.98毫秒。

这意味着继“双11”、“双12”、元
旦之后，网联平台又通过春节大考，
平稳保障了支付交易。“春节期间发
起红包活动的机构比较多，情况较以
往更为复杂，相应的保障难度也要更

大。”网联相关人士表示，网联针对不
同支付机构和银行，制定并实施了针
对性的保障方案，保障各线程的流量
在各方的承载能力范围内，避免高并
发风险，同时高效利用资源，实现行
业效能最大化。

腾讯财付通相关负责人表示，财
付通作为首批接入网联的支付机构，
在春节期间与网联、银行等行业相关
方紧密配合，共同为微信红包及 QQ
红包提供中后台保障服务，为广大用
户欢度佳节提供了良好的支付体
验。支付宝相关负责人介绍，春节期
间，为了让消费者有安全顺畅的体
验，支付宝与网联平台、合作伙伴密

切配合，进行重点保障，平稳度过了
春节期间的支付洪峰。

近年来，网络支付业务的规模
逐步扩大，支付业务的类型日益丰
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副院长董希淼表示，作为国家级金
融基础设施，网联平台在“双 11”
购物节、元旦春节等支付高峰时段
的保障和服务工作中，充分发挥行
业枢纽作用，协调行业各方资源，
努力保障用户支付交易顺畅，对促
进民生消费和实体经济发展有着积
极影响。

中国工商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
经理杨雷表示，作为全面断直连（第

三方支付机构切断之前直连银行的
模式，接入网联或银联）之后的首次
大考，工商银行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准
备春节保障计划。网联牵头与各银
行制定了符合春节特点以及各银行
情况的策略，即“一行一策”保障方
案，充分考虑了各种情况，覆盖了全
链路各类场景。

覆盖地域和人群较广泛的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情况更为复杂，“我们
的服务网络触达到了更边远更贫困
的地区，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多，支付
保障工作尤为重要。在网联的统筹
部署下，支付系统得以平稳保障。”邮
储银行副行长曲家文表示。

春节假期网联交易平台通过峰值考验
共处理跨机构支付交易45.5亿笔，峰值超过4.4万笔/秒

在普通人眼中，高铁动车组的日常检修以及维
护，应该是技术人员运用手中的工具进行相应操
作。但是有一种“黑科技”只需对动车“照一照”，“病
情”就了如指掌了，这就是动车组运行故障动态图像
检测系统（TEDS）。

春运期间，经济日报记者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车辆段重庆西动车所内看到，
TEDS视频分析员眼盯屏幕，仔细浏览由架设在铁
路沿线的智能相机组传回的一张张动车部件图片，
由智能系统协助发现故障和隐患，为动车组安全运
行保驾护航。

分析员分析的图片来自5套TEDS设备，其产
生的数据量巨大：一列 8 辆编组的动车组，通过
TEDS 探测站时间大约需 12 秒，拍摄照片最多达
3000张。按要求，分析员要在10分钟内对一列动
车组裙板、转向架、车体连接处等部位上万个零部件
进行监控分析，平均在 2 分钟内就要监控 1 节车
厢。春运期间，每天经过探测站的车组数量比平时
增加20%。

“以前我们只是在列车入库后做静态检查，现在
加入TEDS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之后，就可
以实现图片化的动态检查，达到全面检查的目的。”
刚刚进行完分析工作的视频分析员陈梦姣介绍。

与此同时，由重庆西动车所科技攻关小组研制
的“动车应急指挥系统APP”V2.0版，也在2019年
春运期间正式投入使用，它的反应时间比第一代产
品提高1倍以上。在保证动车检修质量的同时，实现
了检修效率的提升和人力资源的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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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救助患病旅客
2019年2月11日 小雨

黄山北站值班站长 张小云

今年是杭黄高铁首次经
历春运，芜湖车务段黄山北
站旅游客流量较大，车站增
加了服务人员，招募了56名
志愿者轮班执勤在车站售票
厅、进站口、电梯扶梯口等
处，引导咨询服务、维持秩
序和帮扶重点旅客。

昨晚 6 点左右，一名患
病旅客突然瘫倒在二楼检票
口。客运员魏国清见状立即
用电台紧急呼叫客运值班员
蔡莉敏和我赶到现场，并拨
打 120 急救电话。客运员夏
丰林推来轮椅，将患病旅客
抬上轮椅，将其从二楼检票
口推到一楼候车厅。很快，

救护车赶到车站的落客平
台，我们和医护人员进行了
交接，顺利将患病旅客送往
医院，这时大家才松了口
气。春运期间，旅客突发情
况时有发生，我们都尽力用
最短的时间将旅客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

温馨提示：春运期间客
流量较大，患病旅客出行，
要尽量做到有人陪同。此
外，旅途劳顿，患病旅客容
易引发身体不适，一旦遇到
紧急情况应当立即向车站工
作人员求助，以便得到最快
最有效的救治。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本报深圳2月11日电 记者
喻剑从深圳北站了解到：深圳北站
自2月8日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月 10 日到达旅客达 23 万人次，
客流高峰预计将持续到 2 月 24
日。为应对客流高峰，2月11日至
14日、2月21日至22日零点后，每
日增开 6 趟由广州南开往深圳北
的夜间高铁。

根据客流密集到达情况，深圳

北站调整进站口和候车室工作人
员支援出站口、出站通道等客流密
集处，引导旅客出站并做好出站旅
客的检票工作。在站台、出站电
梯、出站楼梯等客流密集处增加工
作人员保护旅客出站安全。为方
便旅客中转换乘，持联程票的旅客
可跟随车站“中转换乘”的标志指
引，于出站通廊的中转换乘通道进
行换乘，无需出站后再安检进站。

深圳北站做好节后返程高峰保障

2月3日9时，广东惠州站客运
值班室的电话响了，刚刚接班的客
运 值 班 员 刘 英 接 起 电 话 就 听 到 ，

“喂，妈，您这两天胃不舒服，要注
意按时吃饭！”“儿子，没事，我会
按时吃的。”刘英的儿子郑声宏是东
莞东站调车长，刚下班就给母亲打
来了电话。

12时，客运人员的盒饭送达客运
值班室，但春运期间惠州站增开列
车，客运工作人员在现场忙碌，根本

无法按时吃饭。12 时 40 分，从站台
返回客运值班室的刘英准备吃饭，正
瞧见一位孕妇站在进站口，一手提着
2个行李袋，一手牵着小男孩，孩子还
不停地哭闹。她走近询问得知，该旅
客乘坐的是K823次列车，20分钟后
到达。孩子饿了，想喝奶，但旅客因
为行李多，无法分身。了解情况后，
刘英二话没说，让同班组的同事先吃
饭，自己帮孕妇把行李提到队伍前
面，还给小男孩冲好奶粉，最后还把
他们送上车。

13 时 10 分，K823 次开车后，刘
英的电台里传来了语音：“一站台，
K685 次开过来进 3 道，上车旅客

1500 余人。”K685 次在惠州站停车
时间只有6分钟，为了确保列车安全
正点开出，需要客运值班员协调列车
长开双车门组织旅客上车。刘英立
即拿起手机联系K685次列车长说明
情况，协调车上车下密切协作。13时
36分，K685次安全正点开出。这时
候，离盒饭送达客运值班室已过了1
个多小时。

13时36分，惠州站开始了紧张
的列车“双交会”作业，K91 次与
K34 次列车同时到达，两趟车的上
车旅客达3000多人，刘英在进站口
对旅客进行安全宣传和排队引导
后，迅速赶到一站台地道口，引导

旅客安全有序上车。等到列车安全
开出，刘英一看手表，已经是13时
59 分。回到值班室，刘英第 3 次把
盒饭加热。

今年 5 月，“英姐”就要退休
了，这是她在岗位上的第 26 个春
运，也是她最后一次参加春运工
作。记者问她：“‘英姐’，春运忙
得连饭都来不及吃，觉得辛苦吗？”
她笑着说：“春运是最紧张忙碌的时
期，旅客各种需求和紧急情况需要
第一时间处理，我们已经习惯了。”
26 年来，身为一名铁路客运值班
员，她更希望旅客能及时平安到家
吃上一顿春节团圆饭。

午餐盒饭加热 3 次才吃上
本报记者 郑 杨 通讯员 黄 静

春节假期全国共发送旅客4.21亿人次

河南商丘站母婴候车区工作人员为带孩子的旅客做好服务。
本报记者 王 伟摄

“没想到在商丘站中转换乘那
么简单！”2 月 10 日 8 时 40 分，在
商丘站“换乘驿站”服务台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来自中牟的张利萍女
士仅用 5 分钟就顺利完成由普速
站换乘高铁。

河南商丘火车站是高铁普速
并行的枢纽型客运车站，受站场条
件限制，高铁普速不能互通，旅客
在两场之间换乘需要绕行 700 多
米。今年春运，商丘车站大力推进
旅客畅通工程，在现有的站场条件
下,想方设法优化旅客出行环境，
在高铁和普速天桥区增设“换乘驿
站”就是具体举措之一。春运前，
该站在高铁和普速天桥区腾出20
多平方米位置，增设两个服务台，

设立“换乘驿站”，制作醒目的地面
引导标识和 LED 显示牌，方便换
乘时间在20分钟之内的旅客实现
高铁与普速之间站内换乘、无缝对
接。

此外，他们还新增微信公众号
换乘预约及换乘车次咨询服务。
同时，在服务台配置了车次表、开
水桶、针线包等，积极为旅客提供
暖心服务。春运客流量大时，他们
还通过 LED 滚动播放信息、广播
重点提醒、安排春运志愿者做好引
导帮扶等多种方式，及时引导帮助
旅客在站内便捷换乘。

该站温馨“换乘驿站”自春运
开通以来，已接待普速列车和高铁
之间换乘旅客500多人次。

中转旅客的温馨驿站
本报记者 王 伟

（上接第一版）一天的时间，陈洪亮的
葡萄园就卖出 6000 多斤葡萄。去
年，陈洪亮又刷新纪录，在网上一天卖
出1万多斤葡萄。李希勇不仅为陈洪
亮的十几万斤水果找到了销路，还为
他争取到了用于扩大规模的100多万
元资金。眼下，陈洪亮牵头成立了绿
鲁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运行模式效果开始
显现。

李希勇告诉记者，两年时间，兖矿
集团帮包的 3 个村培养出 30 名致富
带头人，组建西红柿、葡萄、蟠桃 3 个
村级合作社，兴办针织项目、服装加
工、水泥预制件3个扶贫车间，种植经
济 果 林 460 亩 ，160 户 457 人 实 现
脱贫。

春节前，在外务工的陈楼村村民
返乡时，如今的村容村貌让他们眼前
一亮：新建的两个文化广场人气颇旺，
7 座刚刚建好的水泥桥稳固又安全，
整洁宽阔的柏油路修到家门口，路两
旁绿植养护精心，路灯林立，没多远就
有一个环保垃圾桶……

针对当地基础设施、水利设施欠
账多等困难，李希勇积极多方协调资
金，力求彻底改变帮包村的落后面
貌。短短2年时间，3个贫困村同时成
为当地城乡环卫一体化示范村、美丽
乡村创建村。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作为国
企，绝不能当旁观者，而是要把社会责
任扛在肩上。”李希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