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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关情况——

我国金融市场总体平稳韧性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实体经济活动逐步改善，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

稳，金融市场预期稳定，货币信贷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也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 目前，外资占A股市场流通市值不到4%，因此外资流动虽对市场有搅动，但并未形成根本性冲击。

南方近期强对流天气

范围广强度大类型多

本版编辑 温宝臣

加大财税金融扶持、提振市场信心——

海南省出台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

3 月 22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
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应对国际疫情影响，维护金融市场
稳定有关情况。

断定全球金融危机为时尚早

“目前断定全球已经进入金融危机还
为时尚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在发布会上表示，国际金融危机通常有3
个基本特征：一是，是否存在国际金融市
场跨市场的、持续的恐慌性下跌；二是，是
否出现大量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
金融机构倒闭；三是，全球实体经济运行
是否受到了严重破坏。目前，针对国际金
融市场动荡加剧，许多国家都陆续出台了
一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有待
观察。

陈雨露表示，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
总体平稳，实体经济活动逐步改善，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我国金融体
系的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市场预期稳定，
货币信贷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经受住
了疫情冲击，也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作出
了重大贡献。

陈雨露表示，疫情对供给、通胀的影
响可能还会短期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我国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国民经济复工复
产有序推进，生产会逐渐跟上来，商品供
给正在逐步改善。物价整体形势趋于缓
和，预计二三四季度会出现逐季下降的
态势。

“物价是否稳定，取决于经济基本面。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平稳，总供给和
总需求基本平衡，所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
者通缩的基础。”陈雨露强调，2020年稳
健的货币政策会更加注重灵活适度，会根
据疫情的发展把握好政策出台的力度、节
奏和重点，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
匹配。

对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方向，陈雨露
表示，一是分阶段把握货币政策的力度、
节奏和重点；二是充分发挥好结构性货币
政策的独特作用；三是要充分发挥政策性
金融作用；四是加大力度支持中小银行补
充资本、发行金融债券；五是要继续推进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

金融市场展现较强抗风险能力

“与境外市场相比，我国金融市场总
体比较平稳，A股市场展现出了比较强的
韧性和抗风险能力。A股市场波动幅度相
对较小，投资者行为更加理性。”证监会副
主席李超表示。

为何我国金融市场波动较小？李超解
释，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深化，风险隐患得到了缓解。杠杆
资金总量比2015年高峰时下降了80%，
对股票质押风险压存量、降增量，股票质
押较高峰下降了三分之一。

“目前，A股市场估值比较低，上证综
指市盈率12倍，处于较低水平，流动性比
较充裕，风险比较低。”李超介绍，从A股
市场面临的宏观环境来看，目前中国疫情
防控与境外处于不同阶段，疫情对A股市
场的影响已经逐步消化，当前企业复工复
产也正在加快推进。证监会3月上旬开展

的调查也显示出一些积极信号——2700
多家上市公司中，已有98%以上复工。调
查样本里的中小企业情况也比较乐观，员
工返岗数量超过了80%。

不过，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我国金融市场也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境外市场剧烈波动对我国有影响，但影
响是可控的、有限的、阶段性的。”李超认
为，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投
资者心理的影响；二是对资金流动的影
响。从目前情况看，经历短期波动后，A股
投资者情绪相对平稳，也比较理性。

“外资流动对A股市场有扰动，但不
是颠覆性的、根本性的冲击。”李超表示，
目前，债券市场外资流出不明显，甚至还
有小额流入。近一个月，股票市场资金流
出比较明显，数额较大。今年以来净流出
200多亿元，但由于2019年外资进入A
股比较集中，近一个月的数据与此前相比
反差较大，但实际上规模并不大。目前，外
资占A股市场流通市值不到4%，因此外
资流动对市场有搅动，但不是根本性

冲击。
陈雨露表示，从理论上讲，国际金融

市场动荡可能会通过3个基本传导渠道
影响国内金融市场：一是境外悲观情绪通
过预期传导渠道的影响；二是通过国际资
本流出传导渠道的影响；三是一些跨国企
业和境外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恶化，也
可能会传导到国内金融市场。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金融市场动
荡发生之后，我国金融市场经受住了考
验，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波动幅度很
小。”陈雨露表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市场预期也比较稳定，宏观政
策空间和工具储备充足。

人民币汇率表现相对稳健

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影响，近
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市场避险情绪
明显上升，国际外汇市场大幅波动。3月
10日至19日，美元指数快速拉升6.8%，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了波动。

“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中表现相对
稳健。”外汇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与美元
指数快速上涨相对应，全球货币对美元汇
率普遍下行。3月10日至19日，欧元、英
镑对美元的下跌分别是6.6%和12.5%，新
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3%，而同期人民币
汇率微贬2%。“这说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主要是随着美元的走强而被动走弱，但是
贬幅小于欧元、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也
小于新兴市场货币。”宣昌能强调，而且从
一篮子货币来看，人民币汇率在这一段时
间上升了2.7%。

同时，我国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
衡。宣昌能表示，外汇局观察到企业、个人
等市场主体基本上是逢高结汇、逢低购
汇，是一种理性的交易模式，这也反映了
汇率作为一个价格因素在调节市场供求
当中发挥了有效作用。

美元流动性短期趋紧和美元指数上
涨，不可避免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
场经济体产生影响。对此，宣昌能表示：

“将加强监测，积极稳妥应对。从中长期
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条件将成
为稳定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有力支撑，人
民币汇率将会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不
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

本报海口3月22日电 记者潘世鹏
报道：为帮助旅游企业走出困境，促进旅
游业迅速振兴，日前海南省出台《旅游业
疫后重振计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
动措施（2020—2021年）》，提振旅游市场
信心。

旅游业是海南的支柱产业，是海南四
大千亿元产业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海南省经济社会遭受严重冲击，由于
疫情暴发正值海南旅游传统旺季，致使海
南旅游业遭受重创。

对此，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
速出台了《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八

条措施》和《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支持海南旅游企业共渡难关六条
措施》，为旅游企业解了燃眉之急。在用好

“省八条”“旅六条”的基础上，海南省此次
出台了旅游业重振计划。

据了解，重振计划适用期限是今明
两年，共有30条内容，主要分为6个层
面，分别是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力度，提
振市场信心；促进旅游项目落地，打造
核心吸引物；加大推广营销力度，刺激
旅游消费；深入推进“旅游＋”，促进产
业高度融合；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蓄
势发展入境游；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
升旅游服务质量。

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财
务处处长张丽敏介绍，财税金融扶持包括
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海南省政府每年将
从重点产业发展资金中安排不少于1.5亿
元用于海南旅游企业的贷款贴息、股权投
资、上市奖励、保险费补贴等直接扶持。逐
步扩大海南旅游文体产业投资基金的规
模。一期省政府投入1亿元财政引导资
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4
亿元社会资本通过基金管理专业机构按
市场化方式间接扶持旅游企业做大做
强。海南还将通过降低旅游企业运营成
本为企业松绑减负，帮助旅游企业渡过
难关。

在刺激旅游消费方面，海南省将推出
离岛免税购物系列促销活动，举办优惠月
（季）活动。简化免税购物手续，扩大免税
品网络销售规模。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
长刘成认为，除此次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
之外，海南旅游企业小散弱差也是导致自
身抗风险能力弱的重要因素。旅游企业不
善于引入保险产品，通过保险保障化解自
身风险。因此，要把旅游企业扶大扶强，海
南还将实施旅游企业养成计划，为宾馆酒
店、景区景点、旅行社及新型旅游重点企
业等建立档案和数据库，采取“一企一
策”，对旅游企业精准扶持。

本报北京3月22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随着3月进入尾声，我
国南方多地频繁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过程。3月
22日10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3月21日至22日，浙江中北部、安徽南部、江
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安徽宣城、湖南怀化
等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达30毫米至60毫米、阵
风8级至10级，安徽、浙江、湖北等局地出现冰雹。

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田付友分析称，本次强对流天气影响范围
广，波及南方大部分省份，且强度较强，天气类型较多，多地同时出
现冰雹、大风、短时强降水等过程。

“春分节气刚过，我国东部近日来偏南气流持续，气温明显升高，大
气的热力状况显著转好。随着北方地区冷空气南下，冷暖交汇就形成
了强对流天气。”田付友表示，北方地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导致
了本次我国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的出现。

与往年相比，在这个阶段出现强对流天气是否正常？田付友告诉
记者，3月份本身就是强对流天气活跃时期，就影响范围和强度而言，
本次过程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而在早前2月份出现的大范围强对流
过程相比常年显著偏早。

“总体而言，本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弊大于利。南方多地出现的雷
电、冰雹、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天气，会对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农
业生产、复工复产等造成一定影响。”田付友说。

气象专家提醒，3月25日至27日南方地区还将迎来一次强对流天
气，强度、范围和天气类型和本次过程相当或略强。公众需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随时关注当地天气预报。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3月21日下午，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
集装箱码头81泊位，随着德翔航运“克丽缇娜”轮汽笛鸣响，山东港
口青岛港·达飞海运、德翔航运东南亚集装箱航线正式首航，这是青
岛港今年新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青岛港第171条集装箱航线。

这是青岛港站在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崭新平台上，积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港口向枢纽港、贸易港转型的有力体现，
将进一步畅通东南亚航线对接上合经济示范区过境班列的国际海铁联
运大通道，助力山东港口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达飞海运集团目前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在全球160个
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5家分公司和办事机构。自1992年登陆中国市
场后，达飞轮船与青岛港持续深化合作，增开外贸航线，拓展国际中转，
成为青岛港重要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此次在青岛港开通新航线，对
进一步丰富达飞海运、德翔航运在青岛港的航线配置，完善达飞海运远
近洋航线全球覆盖的航线网络，扩展以青岛港为枢纽港的国际中转通
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山东港口青岛港航线已全面恢复。3月1日至19日，青
岛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7%，出口重箱同比增长9.8%。

青岛港至东南亚

集装箱航线正式首航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日前从深圳市商务局获悉：为帮扶外贸企业，
深圳市商务局计划在第一季度争取拨付外经贸扶持政策资金，涉及约
7亿元。同时，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政策作用，计划对出口额一定
范围内的企业实施全市统保政策，提振企业出口信心。联合中国银行
深圳市分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设立250亿元的专项信贷额度，降低贷
款利率，针对外贸企业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

为应对疫情稳外贸，深圳市商务局还深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大
数据潜能，精准监测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包括企业复工指数、口岸活跃
指数、进出口指数等，辅助外贸领域精准施策、精细管理。

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受此次疫情影响可能面临的困难，深圳市商
务局联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
面，为深圳市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强有力风险保障。其中，
对上一年度出口额在8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由政府统一埋单，提供信
用保险支持，提振企业出口信心。

中国信保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孙俊竹介绍，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信
保深圳分公司降低风险容忍度，尽力满足出口企业海外限额需求，为出
口企业保订单、保收汇提供支持，累计批复限额2591个，同比增长
30%；批复限额金额总计27亿美元，同比增长63%。

深圳推广出口信用险

外贸企业放心“走出去”

本报北京3月22日讯 记者吉蕾蕾
报道：3月22日是第二十八届世界水日，3
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三届中国水周。
今年我国纪念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
主题是“坚持节水优先，建设幸福河湖”。
这提醒我们节约用水、建设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走人水和谐的绿色发展道路。

当天，水利部12314监督举报服务平
台正式上线运行，开辟了电话、网络、微信

“三位一体”、面向社会、“一号对外”的水利
强监督新渠道。

据了解，12314平台试运行以来，公众
通过电话、网络、微信等渠道反映各类涉水
问题线索400余条，主要涉及农村饮水、河
湖水域岸线管理、水利工程建设及运行管
理、水资源管理及节水等领域，有关问题线
索均得到及时处理。

水利监督举报平台

于“世界水日”上线

3月22日是第二十八届世界水日。工人在白马河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花园段“三捷庄拦河闸”蓄水工程建设工地上作业。

房德华摄（中经视觉）

3月22日，河南省宁陵县第四届桃花节开幕。游客在千亩桃花生

态农业观光旅游园里拍照赏景。 吕忠箱摄（中经视觉）

河南宁陵第四届桃花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