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市场关注。2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他认为在全球货币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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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倜 孟姣燕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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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140 8 7 2 5 2 9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19322831.4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25 6 6 8
排列 5 16325 6 6 8 9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务院安委会27日召开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关于江西丰城发电厂坍塌事故和全国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切实增强红线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监管
和防范措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安委会主
任马凯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郭
声琨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近期重特大事故频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
露出一些地方和企业红线意识淡薄、 主体责任严重不落实、
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等突出问题。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抓住薄弱环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要针对教训查、突出重点查、抓住问题查，全面摸清安全隐患
和薄弱环节，落实检查整改责任和措施，强化督导督查，加大
追责力度，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要针对岁末年初
安全生产形势特点，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煤矿、交通运输、
危化品、烟花爆竹、供电供热取暖等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
所安全监管，强化极端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和应急值守，统筹
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严防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化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全面加强和
改进安全生产工作。要严格安全准入，加强风险分级管控，夯
实安全生产基础，努力创造良好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人民币仍表现出稳定强势
� � � � 问 ：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
值， 人民币还是不是强势货币？

答： 从数据看， 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
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 近期美元上涨
较快， 反映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加快、 通胀预期
上升等美国国内因素。 而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波
动有所加大， 主要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英
国“脱欧” 等外部因素驱动。 这些因素对世界
各国而言都有些意外， 全球货币普遍对美元贬
值。 下一步美元走势存在不确定性， 不排除市
场预期修正引发美元回调的可能。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 但幅度
相对大多数非美货币还是比较小的。 10月
份以来， 日元、 欧元、 瑞郎对美元分别贬
值10.5%、 5.8%和4.2%， 而人民币对美元
只贬值了3.5%， 只有美元指数升幅的一
半。 从长周期看， 人民币也表现出稳中有
升的态势， 过去5年CFETS人民币汇率指
数、 参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
人民币汇率指数以及对美元汇率分别升值
10.9%、 11%、 4.4%和8.8%， 过去10年分
别升值28.3%、 33.4% 、 28.4%和 11.9% ，
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
势货币特征。

� � � � 问：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
贬值，同时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

答： 观察人民币汇率要采用一篮
子货币视角。 影响一国汇率水平的因
素有很多，与政治形势、经济走势、股
市债市波动和市场预期变化等都有关
系。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结构迥异、经
济周期和利率政策取向不同步， 比如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货币政
策保持稳健，而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

货币政策已出现收紧趋势， 相应的汇
率走势也难以趋同， 盯住单一货币会
积累超调的风险， 后续的修正可能引
起比较大的震动。而且，在贸易全球化
的背景下， 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
一货币相比， 更能反映一国商品和服
务的综合竞争力， 也更能发挥汇率调
节进出口、投资及国际收支的作用。

有鉴于此，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强
调人民币汇率应该参考一篮子货币。

2005年的汇改，2010年在国际金融危机
缓和后继续推进汇改，2015年8月完善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2015年11月推出三大
人民币汇率指数，都是按照既定的思路步
步推进， 使参考一篮子货币更加透明、规
则和可预期。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全球200多个经济体都是中国直接或间
接贸易伙伴，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能够
全面反映贸易品的国际比价。而中美贸易
规模只占中国外贸规模的14%，况且中美
的经济周期也不一样，改回去单一盯住美
元会使人民币汇率陷入僵化和超调的困
境，并不可持续。

� � � � 问：如何看待外汇储备的合理充裕？
答： 尽管近期中国外汇储备有所下

降，但仍高居全球首位，是十分充足的。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接近全球的30%，分
别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沙特
阿拉伯的2.6倍和5.7倍。 从全球来看，外
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
准。 过去的教科书认为外汇储备规模应
至少满足三个月进口所需， 国际金融危
机后有些调整， 有观点认为应该至少满
足六个月进口所需，还要考虑外债、外商

投资企业分红和企业、 居民外币资产配
置等需要，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
外汇储备是非常充裕的， 覆盖全部外债
和六个月进口后还有充足的余量， 况且
近年来还有每年大约5000亿美元的贸
易顺差和12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
通过金融媒介供应全社会的用汇需求。

中国早在1996年就实现经常项目
可兑换，服务贸易、海外留学等用汇需
求早已按需满足。 中国是开放经济体，
资本有进有出是正常的，尽管近期对外

直接投资（ODI）比外商直接投资（FDI）
要多一些，但观察ODI的结构看，大多数
投向海外高新技术企业股权、用于打开
拉美市场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
利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当然， 也不排除一些经济主体出于经
济下行、营商环境等因素的担忧，表现
出较强的向外寻求安全资产的倾向。
但谁也无法忽视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
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回升、体制机制改
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 出去的资本还
是会回来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不排除美元回调可能
用一篮子货币视角观察人民币汇率

中国是开放经济体，出去的资本还会回来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主队开场7分钟闪电破门， 客队
两度落后、两度扳平，长沙伢子黄博
文上演超级世界波……2016年中国
足协杯决赛次回合，苏、粤两队献上
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较量。最终，中超
“六冠王” 广州恒大客场2比2战平江
苏苏宁，总比分3比3，凭借客场进球
优势问鼎足协杯。

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黄
博文的脚法一直深受主教练的认可，
他的世界波、电梯球也经常在比赛中
帮助球队得分。在恒大夺得2015年亚
冠冠军的晋级路上， 黄博文在1/8决

赛、1/4决赛和半决赛中均轰进精彩
的世界波。此外在世预赛40强赛国足
对卡塔尔的关键比赛中，黄博文也打
入1粒世界波。 过去1年的惊艳表现，
使得这个80后长沙伢子坐稳主力，但
本赛季以来， 黄博文的状态稍有回
落，虽继续受到俱乐部和国家队主教
练的信赖，但状态平平。

终于，在本年度中国足球最后一
档大赛中，我们又见到“世界博”的神
勇表现。一脚距离球门近40米的世界
波，再一次拯救球队。“蒙的，一直都
是蒙的，运气！”赛后回忆起自己的进
球，黄博文既兴奋又保持着一贯的谦
虚。他表示今年挺累的，放假了想好

好陪家人。 下赛季能拿的冠军都要
拿，每个冠军都是球队的目标。

在上周日的首回合比赛中恒大
晚节不保，被苏宁以1比1逼平。本场
比赛， 苏宁凭借马丁内斯在第7分钟
凌空抽射破门，取得梦幻开局的同时
夺冠形势大好。半场补时阶段，保利
尼奥在乱战中的射门为恒大扳平比
分。第73分钟，马丁内斯梅开二度，眼
看苏宁离卫冕越来越近，但不到10分
钟后，黄博文的外围远射最终让苏宁
崩溃。

至此， 恒大时隔4年第二次获得
足协杯冠军，成为本赛季国内战线的
三冠王（超级杯、中超、足协杯）。

国务院安委会: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 � � �新华社江西丰城11月27日电 27日下午，发生“11·24”事
故的丰城发电厂冷却塔施工方、 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
司， 就事故遇难者赔偿方案的制定和赔付标准做出公开解
释。27日下午，已有遇难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

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事故救援指挥部介绍，截至27
日上午11时，已有73户500余名遇难者家属赶到丰城、樟树、
高安。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完成34名遇难者与其家属的DNA
比对工作。

丰城发电厂“11·24”事故后续

施工方提出遇难者赔偿方案

长沙伢子演绝杀，恒大问鼎足协杯

又见“世界博”!

� � � � 美国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连日来推
动在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三
个“摇摆州” 重新计票，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一直没有“搭理”。 不过， 随着威州着手
启动重新计票程序， 前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
顿的团队表态要参与， 特朗普26日终于打破沉
默， 炮轰绿党阵营， 将重新计票称作“骗局”。

特朗普当天发表声明说： “人民已经发
出他们的呼声， 选举已经结束了。 我们必须
接受这个结果， 然后向前看……选举结果已
经被承认， 这只是绿党的骗局……重新计票
是吉尔·斯坦中饱私囊的手段， 她绝不会把
大部分筹款花在这么荒唐的事上。”

威州选举委员会25日证实， 已经收到斯
坦递交的重新计票正式申请， 准备启动重新
计票程序。 相关工作将于28日启动， 预计12
月13日之前出结果。 按照美联社说法， 这是
该州历史上第一次对总统选举重新计票。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特朗普:
重新计票是“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