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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人民币兑美元离岸和在岸汇率
先后突破“7”的整数关口，引发市场高度
关注。人民币汇率缘何“破7”？如何看待

“破7”影响？未来走势怎样？该如何应
对？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外部风险变化致人民币“破7”

5日上午9点16分，离岸人民币兑美
元一举达到7.0315，随后在9点40分左右
突破7.1。此后，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开盘
后迅速“破7”。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报6.9225，下调229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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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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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
民币“破7”的原因，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时
间公开表态。

专家认为，在外部风险出现较大变化
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市场情绪出现一定波
动是正常现象。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上周
受美联储降息等消息面影响，国际金融市
场剧烈波动，美元指数冲高回落，在岸和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均突破“7”关口，
是市场情绪变化的反映。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人民币“破7”
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也体现出当前人
民币汇率更具弹性。

“近期，央行密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
公开表态，可以视为对金融市场进行的预
期管理。‘7’的整数位并非‘红线’，打破整

数价位的禁忌，更应视为人民币汇率弹性
提升的必然结果。”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
析师谢亚轩表示。

人民币“破7”实际影响有限

长期以来，人民币是否要“保7”一直
是业内关注的话题。事实上，2015年“8·
11”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破7”的压力曾
几番来袭。专家表示，“破7”的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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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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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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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表示。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完善
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也会增强，对于是否‘破 7’无需过度关
注。”温彬表示。

谢亚轩认为，从近期央行多次在离岸
市场发行央票等措施来看，央行的操作目
标仍然从逆周期宏观审慎的角度维护人
民币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
有弹性，有韧性，是中国经济在外部冲击
面前具备更强韧性的前提条件。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牵动着外贸企业
的神经。东方国际集团、上海申航进出口

有限公司等多家进出口企业向记者表示，
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于出口有一定利好，但
是对于进口不利，对企业而言，稳定的汇
率才是最重要的。

“‘破7’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将处于可
控状态，不会改变外资流入我国债市、股
市的整体趋势。”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明说。

人民币不具备持续大幅贬值基础

“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说到底，人民币汇率走势，长期取决

于基本面。在很多市场人士看来，中国经
济正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定海神针。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由
于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经济增长的潜
力将逐步发挥出来，这对于支撑汇率的基
本稳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进入2019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但经济增长放缓是全球
性的普遍问题，而非中国特例。如果横向
比较，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仍有明
显优势，横向优势保证了人民币没有大跌
的基础。”嘉盛集团外汇分析师黄俊说。

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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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未来充
满信心。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基本稳定仍是监管层的核心政策目标，且
当前央行政策工具箱丰富，综合考虑未来
一段时期人民币并不存在持续大幅贬值基
础。”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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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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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为主”推进改革开放不动摇

在多位市场观察人士看来，今年以
来，尽管外部形势风云变幻，但国内经济
金融政策取向坚持“以我为主”，稳步推进
改革开放，凸显了战略定力。

近日，美联储下调利率，全球货币政
策进入宽松轨道，但中国央行并未立即跟
进下调利率。“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央行将
主要依据国内宏观经济走势，综合考虑
内、外部平衡，展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操
作。”王青认为。

人民银行在5日的回应中亦显示出了
大国政策定力与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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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一国货币还是一国金融市场
走势，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于基本面。应
对外界风雨，最关键之处在于按照自己的
节奏，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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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有关
负责人表示。（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人民币“破7”：

正常波动影响有限 保持稳定底气充足

□ 白夜
日前，东海岛民安街道中和村志愿者

服务队再次集结，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活动，
共建美丽家园。队伍中，一位走在前头、身
穿红马甲的老人非常引人注目。他叫尤侯
养，坊间居民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都习
惯叫他“尤伯”。尤伯是该志愿者服务队的
组织者之一，从工作到退休，他的人生角色
不停转换，但“公益”二字却从未远离。

（据8月5日《湛江日报》）
一个寻常的邻家阿伯，却有着一腔不

寻常的热忱，用余热温暖邻里，呵护港城美
丽，书写了一个个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公
益”则是诸多故事中共同的“底色”，为我们
演绎了出彩的公益人生。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尤伯的公
益故事可以如此出彩，其关键也在于“动”。
从工作到退休，从任单位的治安主任到成为

“创卫达人”，再到后来的举家返乡“创文”，
尤伯的人生角色不停转换，他一直“运动”不
止，奋斗不止。因为尤伯总是“闲不住”，也
总“爱管闲事”，不论这些“闲事”是发生在单
位、社区，还是港城的大街小巷，他都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尽管大多都是诸如修补长
椅、清除杂草、清扫街道等小事，但一言一行
都传递着善美之心，他将公益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服
务社会，助人为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
用奋斗不止的坚持感动了这座美丽的港城，
成为了“湛江好人”、优秀志愿者，为其公益
人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样的一位长者投身志愿服务，传播
公益精神，在营造文明风气方面更具影响力
和感召力。“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
中”，在创文以及创卫的过程中，尤伯可以说
就是那些先发的“操弓手”，发挥了示范作
用，主动作为贡献力量。2011年下半年，我

市吹响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号角，59岁的尤
伯并没有静待“安享晚年”，而是组建志愿者
服务队，带领一批市民支持参与城市创卫。
在尤伯的带动下，他的民间创卫志愿队伍不
断壮大，并坚持奔走在霞山的大街小巷，用
心呵护港城美丽，将更多市民拉到创卫的队
伍里来。如今，尤伯仍积极支持港城的“巩
卫”“创文”工作，以“小家”发动“大家”，举家
返乡“创文”，成立东海岛首支村级志愿者服
务队，助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尤伯如此热
心公益，为文明风气的培育和弘扬树立了标
杆，潜移默化地让道德力量走进人心，更为
创卫以及创文呈现“万人操弓”的共建局面
贡献了重要力量。

尤伯的公益人生值得我们喝彩，在当
前的创文推进工作中，我们期待会出现更
多这样优秀的“操弓手”引领者，让更多人
参与到创文中来，倡导文明树风尚，共建文
明美丽港城。

□ 龙飞腾
我市创文工作全线发力，加快提质

增效，志在年内打翻身仗之际，8月1日，
本报记者随同市创文办工作组对廉江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进行评
估。一路走马廉江，深入乡镇（街道）、村
（社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多姿多彩
的精神文明实践画卷。

（8月5日《湛江日报》）
翻开 8 月 5 日的《湛江日报》，廉江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通讯
报道《高歌文明曲 奋进九洲江》，展示
了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廉江的新变化、新
面貌，多姿多彩的精神文明实践画卷徐
徐铺展，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力量、奋
进的决心。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加强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所在，是打通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建好用
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势所趋、责
无旁贷。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要延伸到
哪里。从廉江的经验来看，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成功的基础在“覆盖”。
当前，廉江全市建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 1 个，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21 个，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39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94个。这些实践
中心、所、站、点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
致力打造成为集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
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乡基层综
合平台。这些综合平台，既是主阵地，又
是枢纽站，连点成线、串珠成链，构建起
一个纵向涵盖市镇村、横向辐射党政群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网络，打通“最后一公
里”也就有了实现的基础。

新时代文明实践，关键在“新”，落脚
在“实”。广大群众是文明实践的主人，
只有始终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
懂的形式，紧扣加强基层党建、推动乡村
振兴、创建文明城市等内容，着力宣传群
众最想听的内容、开展群众最喜爱的活
动、讲解群众最想学的知识、提供群众最
需要的服务、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难题，才
能真正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做到群众
心坎上，不断提供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和满意度。在这方面，廉江给我们提供
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比如“每周说唱”，
让282个群众舞蹈队、37个曲艺队的“草
根”演员们，每天到小公园、小广场带领
群众开展健身娱乐活动，既丰富了群众
精神生活，又普及了文明实践知识。又
如“健康直通车”，把“健康”送到家门口，
推出家庭医生、下乡义诊等便民惠民服
务，让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文明实践
带来的实实在在利好。

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如
何打造特色和品牌至关重要。报道中举
了廉江安铺镇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安
铺镇文化站“好戏连台”背后的精准发力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释放出
来，组建安铺八音、安铺锣鼓、安铺白戏
等文艺演出队伍，用当地的特色文化，传
乡音、叙乡情，听民声、聚民心。

湛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过
程，就是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方
针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的过程。期
待湛江这片红土之上，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画卷越来越有料、越来越好看。

据新华社武汉8月5日电（记者谭元
斌）8月4日傍晚，湖北鹤峰县躲避峡突发
山洪。记者从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截至
5日下午，突发山洪造成12人死亡，仍有1
人失联。

湖北鹤峰县躲避峡
突发山洪

12人死亡仍有1人失联

8月3日，西北工业大学研究团队的学生
给原理验证样机装上蒙皮。日前，由西北工业
大学牵头研制的滑扑一体自主变形仿生柔体潜
航器在西安成功首航。自主变形仿生柔体潜航
器项目以蝠鲼为仿生原型，将具备高推进效率、
高机动性、高稳定性、低环境扰动、低噪音，以及
大负载空间、大负载能力、海底软着陆等特点。

这款滑扑一体仿生柔体潜航器属于原理
验证样机，翼展0.8米，由锂电池做动力，最高
时速 1节，能够逼真模拟蝠鲼的各种运动姿
态。同时，研究团队正在开展三型工程样机的
研制，将具备1000米下潜深度，可持续工作1
个月的能力。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仿生蝠鲼潜航器仿生蝠鲼潜航器
研制成功研制成功

高质量建设新时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为奋斗不止的公益人生喝彩 大家谈

出示学生证不但可以在旅游景区购票时
便宜不少，还可以在一些餐厅、电影院享受学
生价格。有些人因此动了歪心思，用“假学生
证”享真优惠价。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虽然国家对制作、销
售、使用假证件等问题开展重点治理，严肃追
究失信责任，但还是有些人铤而走险，在网上
购买“假学生证”，满足优惠需求。专家建议，
学生证应制有全国统一的防伪标识，并加大
对售假制假商家的打击力度。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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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近期连串
示威冲突中拘捕4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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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相关企业暂停
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新华社香港8月5日电（记者刘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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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香港8月5日电（记者刘明
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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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
当日示威者全面阻塞铁路运作、四处瘫痪主
要交通干道，进而影响航空交通，令上班或出
行的市民和旅客严重受阻，有人甚至因此而
发生肢体冲突。事件对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
带来极大滋扰，可能导致严重铁路事故，对乘
客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必须予以谴责。

特区政府运输署助理署长郭惠英表示，
截至5日中午，香港有15条道路和3条隧道
（包括红磡海底隧道、东区海底隧道及狮子山
隧道）一度受阻。有70条巴士路线需更改或
暂停服务，港铁还有8条路线服务严重受阻。

特区政府署理民航处副处长伍子安表
示，5日早上出现了一些会影响香港国际
机场运作的情况，例如路面和铁路交通受
到大规模干扰，影响旅客及航空业员工到
达机场的时间及随后的人手安排等。截至
下午2时，香港国际机场已处理465班航
班升降，77班航班需要取消。

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

示威者的行动极大
滋 扰 市 民 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