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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
央行有关负责人谈人民币汇率“破 7”?“7”更像水库水位，有涨有落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8 月 5 日，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人
民币汇率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7”更像水库水位
记者：人民币汇率为何“破 7”？
答：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
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5 日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 7 元，但人民币对一篮
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场供求和
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
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
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
率的波动是由这一机制决定的,这是浮动汇率制
度的应有之义。从全球市场角度观察，作为货币
之间的比价，汇率波动也是常态，有了波动，价
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
如果回顾过去 20 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
人民币对美元既有过 8 块多的时候， 也有过 7
块多和 6 块多的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 7
块钱以上。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币汇率“破 7”，
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
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
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
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尽管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从历
史上看，人民币总体是升值的。过去 20 年国际
清算银行计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
有效汇率都升值了 30%左右，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升值了 20%，是国际主要货币中最强势的货
币。今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保
持着稳定地位，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是走强

人民币汇率波动由市场决定
易纲表示?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应对贸易争端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 5 日表示，近期，国际经济形势
和贸易摩擦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市场预期
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受此影响，8 月以来
许多货币对美元出现了贬值，人民币汇率也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波动是市场驱
动和决定的。
易纲通过央行官网表示，中国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 会恪守历次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关于汇率问题的承诺精神， 坚持市场
决定的汇率制度，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

的，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了 0.3%。2019
年初至 8 月 2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
值 0.53%，小于同期韩元、阿根廷比索、土耳其
里拉等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的跌幅，是新
兴市场货币中较为稳定的货币， 而且强于欧
元、英镑等储备货币。

长期取决于基本面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 7”后走势会如何？
答：人民币汇率走势，长期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内市场供求和美元走势也会产生较大影
响。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发挥价格杠
杆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在宏观上起到调节经
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中国作为

用于竞争性目的， 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
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一直以来，人民银
行致力于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基本稳定，这个努力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经济
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展现出了巨
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国际收支总体
平衡，外汇储备充足，外汇市场上套期保值
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
利差处于合适区间，能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
基本稳定。

一个大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较为完
善，出口部门竞争力强，进口依存度适中，人民
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有很强的调节作
用，外汇市场自身会找到均衡。
从宏观层面看，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
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增长韧性较
强，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财政状况稳健，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
流动大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为人民
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特别是在目前美欧等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中国
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
国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稳定性相
应更强，中国有望成为全球资金的“洼地”。

一篇篇故事重温两万五千里传奇
—“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引发热烈反响
——

■新华社记者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记者再走长征
路”主题采访活动于 6 月 11 日正式启动。近两
个月的时间里，媒体记者们沿着红军长征经过

的 13 个省区市路线开展采访， 推出了大量精
品报道，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热烈反响。
广大干部群众和参与采访活动的媒体记
者表示，“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以一篇篇
长征故事让自己重温了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完
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壮举的传奇，对弘扬长征精
神、激扬奋斗热情有着重要的意义。
录音笔时刻亮着， 手里的笔也不停地写
—这是记者们日常
着，眼睛里始终闪着光亮——

生活的最佳写照。
1932 年 10 月，李先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
进行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他的母亲不顾路
途遥远、战火四起来到他身边，悄悄地往他兜
里塞了两块银元， 然后含泪离去。“这次离别，
李先念和母亲再也没能相见。”讲到动情处，李
先念的侄孙陈春华的眼里也泛起了泪花。
讲者落泪，闻者倾心。革命前辈的感人故事
更加坚定了媒体记者们讲好长征故事的决心。

近年来在应对汇率波动过程中， 人民银行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 并将继续创新
和丰富调控工具箱，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
反馈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坚决
打击短期投机炒作， 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稳
定市场预期。人民银行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政策取向不会变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 7”对企业和居民有
何影响？
答：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汇管
理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
资便利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破 7”后这一
政策取向不会变。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 20 多年，人民币
对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 贬的时候
少， 中国的老百姓主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
受到最好的保护， 其对外的购买力稳步攀升，
这些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境外购物、子女
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企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企业过多暴露
在汇率风险中，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险产品规
避汇率风险。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汇率
既可能贬值，也可能升值，双向浮动是常态，不
仅是企业，即便更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也难以预
测汇率的走势。
因此我们建议，要专注于实体业务，不要
将精力过多用在判断或投机汇率趋势上，要树
立“风险中性”的财务理念，叙做外汇衍生品应
以锁定外汇成本、 降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而不应以外汇衍生
品交易本身盈利为目的。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长征路上，不只有记者的脚步，一位位长征
文化传播者挥洒汗水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蓝色的军装，鲜艳的红领巾，在麻城市乘马
岗村的乘马会馆，一位“全副武装”的“小小讲解
员”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他叫詹鑫，在乘马中学
读五年级， 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到乘马会馆给游
客讲述开国大将王树声的故事。 虽然他个子小
小的，但声音洪亮，声情并茂。
据乘马中学校长陶金德介绍，“小小讲解
员”活动自 2012 年开展以来，参与人数已经从
当时的十几个孩子发展到了如今的一百余人。
孩子们用自己暑假的时间参与活动，一方面让
自己深入了解长征故事，体会长征精神；另一
方面也成了长征文化的传播者，让更多不为人
知的精彩故事走出乘马岗村，走向全国。
（据新华社武汉 8 月 5 日电）

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近期， 香港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活动
持续发生，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经济
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 令所有
关心香港、珍爱香港的人倍感痛心。特别是
少数激进分子实施的暴力活动， 已经严重
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 严重挑战了
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严重威胁到香港市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
制”的原则底线。对此，绝不能容忍，也绝不
能姑息。
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是
香港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 是香港保持繁荣
稳定的重要基石， 绝不能任由一小部分人肆
无忌惮地践踏。冲击立法会并大肆破坏，对国
徽进行公然污损，包围警察总部、殴打残害警

员，非法储存危险物品和大量攻击性武器，侮
辱国旗……种种恶行完全超出了和平游行示
威的范畴。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对此都不会
容忍。 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
严正执法，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坚决支
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
行动。
应该看到，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初衷是为了
填补现有的法律制度漏洞，共同打击犯罪，彰
显正义，中央对此表示支持。鉴于在修例过程
中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并且引起了示威
游行， 特区政府为了社会尽快恢复平静决定

暂缓修例，中央对此也表示支持、理解和尊重。
对于这次修例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特区政府已
经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行政长官也表示将
更开放、更包容地听取民意。然而，“树欲静而风
不止”，一些激进分子依然以“反修例”为借口，
不断挑起、制造暴力事件，试图以极端行为胁迫
特区政府，甚至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这纯
属“醉翁之意不在酒”。
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 “双
首长”，行政长官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
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 林郑月娥行政
长官自从 2017 年上任以来，带领特区政府管治
团队积极施政，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香
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
都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是

充分信任的，对她的工作也是充分肯定的。中央
政府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的立场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任何一个地方，都经不起反复折腾，都经不
起持续动荡。必须看到，香港乱下去，全社会都
要“埋单”。当前，香港局势最危险的是暴力冲击
活动还没有得到有效制止， 香港当前最重要的
任务是坚决依法惩治暴力犯罪行为， 尽快恢复
社会安定，维护香港的良好法治。我们相信，在
中央的坚定支持下，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
政府奋发有为，香港警队严正执法，广大爱国爱
港人士团结一致， 香港社会一定能够尽快恢复
法治和秩序， 香港市民一定会重新享受和平安
宁的生活。
（载今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警方在一连串示威冲突中已拘捕 420 人
香港社会各界严厉谴责激进分子发动罢工、瘫痪交通等极端行径
新华社香港 8 月 5 日电 香港警方 5 日
下午举行记者会，介绍近期在一连串示威冲
突中的执法情况。 香港警方表示， 从 6 月 9
日至 8 月 5 日凌晨， 在一连串示威冲突中，
已拘捕 420 人，涉嫌非法集结、暴动、袭警等
罪行。
据介绍， 行动期间有 139 名警员受伤，
至今仍有 2 人留在医院治疗。
香港警方表示，5 日当天警方已拘捕 82
人， 包括在天水围拘捕 76 人， 涉嫌非法集
会；另在多区拘捕多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
器或可用作非法用途物品， 以及危险驾驶
等。
新华社香港 8 月 5 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多个部门 5 日下午就示威者发起滋扰活动
举行跨部门记者会表示，香港整体交通及有
关公共服务受到影响，市民日常生活受到极
大滋扰， 呼吁示威者要尊重他人的权利、自
由和安全。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5 日电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 5 日上午会见传媒时表示，
一连串极端暴力事件正将香港推向一个十
分危险的境况， 呼吁市民和平表达诉求，不
要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未来。
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两个月香港几经折
腾，暴力令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种玉石俱
焚的做法会把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5 日电 香港一些激
进分子 5 日以瘫痪交通、发起罢工、有意阻
碍市民工作等极端行为瘫痪香港社会正常

五星红旗
高高飘扬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5 日 电
5 日，香港许多区域的建筑都挂
上国旗。金紫荆广场附近几座大
厦顶端的 LED 大屏上， 共同打
出巨幅的国旗图像。 香港西环、
上环等核心商业区的一些商业
大厦、酒店门口，也挂有五星红
旗。
在采访中，多位市民向记者
表示，对此前暴徒侮辱国旗的行
为很愤慨，到现场看国旗，就是
想呼吁更多的人尊重国旗、热爱
祖国。
荨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上，五
星红旗和紫荆花旗迎风飘扬。
新华社发

运作，损害经济民生，香港社会各界深感愤
怒，并予以严厉谴责。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表示，部分暴徒
及其支持者，用各种方式侵害市民的自由生
活，以各种威吓手段阻碍市民上班，扰乱公

共交通和社会秩序，企图绑架全港市民，瘫痪
政府，胁迫中央，争夺特区管治权。我们绝不能
容许香港治安被破坏，这些险恶的政治图谋是
不会得逞的。国家主权不容侵犯，香港治安不
容破坏。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5 日答记者问时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干
预香港事务， 并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
贯彻“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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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合就“退
群”， 肆意挑起对多
国的贸易争端，严重
破坏世界贸易组织
规 则 …… 美 国 一 些
人屡屡上演无视国际
规则的闹剧， 透射出
背信弃义、 挑战底线
的霸道实质。最近，美
国一些人变本加厉，
就世贸组织发展中成
员地位问题发布备忘
录，要求世贸组织 90
天内改变规则， 不然
美方可能单方面采取
行动。这种无视秩序、
破坏规则的举动，引
起国际社会普遍担
心： 美国一些人莫非
真要挑起一场 “全球 钟
贸易战争”？
声
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 是经
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的基石， 不是任何一
个成员或少数几个成
员的私产， 其权威和
效力应得到尊重和维
护。 在世贸组织 164
个成员中， 近 2/3 是
发展中成员。“特殊与
差别待遇” 是世贸组
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
则的重要体现， 其目
的在于保护发展中成
员受到公平对待。大
多数世贸组织成员都
主张， 无论世贸组织
怎么改革， 都必须维
护这些核心价值和基
本原则。任何规则的制定和修订，都必须尊重世
贸组织成员的普遍意愿。 任何无视世贸组织规
则严肃性的举动，都是背离公道。
美国一些人应当认真反思， 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他们在世贸组织先后提交的两份关于发
展中成员地位问题的提案，都受到普遍反对。显
然，他们没有站在人心的一边，没有站在正义的
一边，就必然处处碰壁，不能得逞。
国际社会任何一个成员， 都不能轻视权利
与义务的相对应关系。当前，美国一些人一门心
思想着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极大化滥用”权利，
极端利己主义无限膨胀， 根本不肯考虑美国作
为一个大国理当承担的国际义务。 他们甚至认
为，履行国际义务就等同于“美国吃亏”。他们以
所谓公平公正为名鼓噪修改规则， 从不在意什
么是公道正义，认为保住自己“世界第一”的地
位是胜过一切的要务。
无视规则，就是违信背约，必然受到正义的
谴责和规律的惩罚。 针对美方多次阻挠任命世
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 导致上诉机构因人手不
足面临停摆窘境，114 个世贸组织成员 6 月联
合发表声明， 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世贸组织司
法任命的阻扰。针对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 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来自国
际社会的批评之声持续不断。 美国彼得森国际
经济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的看
—美国的单边做法是在 “孤立
法很有代表性——
自己”，不会有任何国家追随它。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21 世纪，各国相互
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的紧密， 改善并加强全球
治理的需要前所未有的迫切， 国际社会成员共
同制定的代表各方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不容破
坏。任何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大搞
单边主义的行径注定失败。
（原载于 8 月 5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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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相关企业已暂停
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面获悉，由于日前美方
宣称拟对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 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 8 月 3 日后新成交
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进口加征关税，中
国相关企业已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中方有关
部门表示，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
产品前景光明，但希望美方认真落实中美两国
元首大阪会晤达成的共识，言而有信，落实承
诺，为两国农业领域合作创造必要条件。

挥霍国家信用玩火自焚
专家学者批驳美方再举关税大棒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吴嘉林
美方食言了，又一次。就在作出“美方不再
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承诺一个月之际、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刚结束不久，美
方突然宣布将自 9 月 1 日起对 3000 亿美元中
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税。
食言成瘾，已然成为美国一些人挥霍国家
信用的标志性特征。中国人民大学 5 日举行研
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美方一些人言而无
信，其结果注定是玩火自焚。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美方最新一轮的对
华关税威胁中，消费品占相当比重。如果加征
关税生效， 将让广大美国消费者利益受损，继
而推升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另外，3000 亿
美元商品涉及的手机、笔记本电脑虽然是中国
产品，但不少零部件从美国进口。美国挥舞关
税大棒，实际上是损人害己。
对于美方一些人鼓噪的中美经济 “脱钩
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认
为，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脱钩论”是
不可行的、不现实的。（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