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美国获2500亿人民币RQFII额度

易纲：中国央行已做好准备应对美联储可能的升息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6

月

7

日，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经济轨道第三小节讨论后，央

行副行长易纲就“金融稳定与监管合

作”出席媒体吹风会。 作为中美战略

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之一，易纲在会上

宣布， 给予美国

2500

亿元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

）额度。 随

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

业务将在北美展开，将来美国会有人

民币清算行。

2500

亿元的额度可谓是巨额。

根据外汇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

5

月份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

资额度新增

212.43

亿元人民币，

5

月

末

RQFII

总额度为

5017.68

亿元人

民币，本次给美国开放的额度占存量

的一半，规模的确不小。易纲解释称，

给予美国如此巨额的

RQFII

额度，是

考虑到美国市场的庞大体量。他表示

将简化

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和

RQFII

的申请，方便外资更多进入

中国。

业内普遍分析认为， 由于

RQFII

是以人民币进行投资，给予美国巨额

额度旨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说明

中国有信心保持汇率的稳定。 易纲也

表示， 如果能够用人民币进行投资，

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效率，中国央

行和美联储之间的沟通很好，最近汇

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机制稳定且

透明，中国央行已做好准备应对美联

储可能的升息。

“中国向美国开放

RQFII

额度，

意味着中国政府有信心稳定人民币

汇率，认为当前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的时机。

RQFII

的开放对人民币国际

化来说具有指向性的意义，给境外人

民币提供了一个使用和投资渠道，这

也将反过来促进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的扩大。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

家沈建光称。

除了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外，

有业内人士还认为这对股市构成利

好。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就认

为， 中国向美国开放巨额

RQFII

额

度，对股市来说是巨大利好，将利于

股市回暖。

不过也有外资银行投行部人士

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从存量

RQFII

的投资情况看，外资机构投资的主要

标的仍是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尤其

以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为主，股市

投资在总的

RQFII

投资中占比很小。

因此， 即便向美国开放

RQFII

额度，

短期来看并不会给

A

股带来明显的

增量资金。

即便

RQFII

投资额度扩大对

A

股

的影响有限，但就最近的情形看，过去一

周

A

股迎来小幅反弹，市场活跃度明显

提升。 受

A

股纳入

MSCI

（明晟指数）可

能性增大的消息提振， 海外资金通过

RQFII

、

A

股

ETF

、 沪港通等渠道加速流

入

A

股，其中，沪股通继前一周净流入

46

亿后， 上周净流入超过

120

亿元；南

方

A50ETF

也连续接获大单申购。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

认为，

MSCI

相关消息对

A

股回暖起到

催化剂作用， 未来一两周市场将重点关

注

5

月信贷和经济数据， 若实体经济能

在

4

月水平上基本企稳， 且货币政策没

有显著收紧的迹象， 市场应在当前点位

获得一定支撑。 若紧接着

MSCI

宣布纳

入

A

股的决定，

A

股市场有望迎来一轮

修复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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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从高考报名人数

看经济演变与人口迁移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于昨日正式开

始。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 940 万人，

这是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自 2010 年首

次跌破千万之后， 连续第 7 个年份维

持在 900 万～1000 万之间。

高考报名人数的变化客观上反映

了经济及人口结构的变迁， 也折射出

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控。 1999 年高校扩

招之前， 高考人数依循人口自然变化

规律缓慢增长，如 1985 年高考报名人

数为 176 万人，当年录取率为 35%，至

1998 年， 高考报名人数增至 320 万

人，当年录取率为 34%。 13 年间，高考

人数年均增长率约为 4.71%， 彼时全

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 1.28%。

1999 年高校扩招后，高考报名人

数从 1999 年的 288 万人迅速攀升至

2007 年的 1010 万人， 录取率长期维

持在 56%～63%之间， 较扩招前增加

约 25 个百分点。 尤其是 2002～2006

年间，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年均增长约

100 万人， 该部分新增考生正好系

“85” 前生人，较好地契合了当时的生

育高峰。

自 2007 年之后，高考报名人数开

始趋稳，当年突破千万大关至 1010 万

人，次年增至 1061 万人，成为 1977 年

恢复高考之后报名人数最多的年份。

随后高考报名人数迅速跌破千万关口

并始终围绕 950 万人上下浮动，2013

年更创下近 11 年来的新低， 为 915 万

人， 相当于 2005 年与 2006 年的平均水

平。 这一时期， 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多

年， 加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人们生育

观念的变化，人口增长率明显趋缓。

近 6 年来，人口增长曲线极为平滑，

高考报名人数也“横向整理” ，如去年报

名人数为 942 万人，今年为 940 万人。尽

管总人数未发生大的变化， 但内在的变

化却异常明显，如传统高考大省河南、山

东、河北、湖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均有

所增长，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山东，今年报

名人数为 70.98 万，创近 7 年来的新高，

而河南今年报名人数虽环比增加 4 万

人，但仍比 2010 年的 95.24 万人减少约

13 万人。

此外，江西、广西、广东等华中、华

南省区以及贵州、宁夏、海南等经济规

模相对较小的省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

均维持在近年来的高位，如贵州今年高

考报名人数达到 37.38 万人，而 2010 年

则为 23.4 万人，增幅可观。反观吉林、陕

西等东北、西北地区，高考报名人数则

呈下降态势，其中吉林今年高考报名人

数仅为 14.85 万人，而 2010 年曾接近 17

万人。

一线城市及直辖市中，北京、上海、

天津、深圳表现悬殊，其中北京、天津两

直辖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均约为 6 万

人，为近年来新低；而深圳今年高考报名

人数达到 4.12 万人， 首次突破 4 万人，

比 2015 年增加约 2000 人， 主要是异地

高考政策所致， 人口稳定及迁入迹象在

深圳表现得较为明显。

仅从高考报名人数曲线来看， 下滑

趋势已经确立，暂无逆转可能性；各省区

经济增速则与报考人数呈不严格的正相

关关系， 较高的经济增速对人口的吸纳

能力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人口极度繁密

饱和的地区，高考报名人数不升反降。另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南方与北方省区

高考报名人数正好一升一降， 是否与环

境因素有关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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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集团定增遭证监会否决

刘诗诗“空欢喜” 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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