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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优势：

2011 年 8 月 23 日，国家将跨境

人民币试点扩大至全国， 中国银行

贵州省分行于试点扩大宣布当日成

功办理了贵州省首笔跨境人民币汇

款业务， 翻开了贵州省跨境人民币

业务崭新的一页。

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勇于创

新， 首先将跨境人民币运用在各种

传统进出口业务上， 凭借与海外分

支机构的紧密联动， 积极开展跨境

人民币融资和境外结售汇等多种新

型业务的创新， 开办了贵州省首笔

通汇达业务、跨境购汇还融资业务、

人民币内保外贷业务。 这些业务不

仅在贵州是首笔， 其中许多在全国

也是首发，2017 年中国银行的跨境

人民币双向资金池业务荣获 “贵州

省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创新金融

产品”三等奖，为贵州省跨境人民币

业务业务的推广和使用奠定了良好

基础。

中国经济好于预期， 人民币币

值稳定， 历经十年的国际化之路令

人民币的国际通用价值得到了越来

越多国家的认可。 在这条 “十年之

路”中，中国银行以其丰富的跨境金

融业务经验， 成为贸易金融领域中

国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跨境人民币是什么？

跨境人民币是指是用人民币开

展的各类跨境结算业务， 包括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 境外直接投资人

民币结算、 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

算等。 对企业而言，就是经国家允许

的、 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基础上以

人民币进行的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

动；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就是在跨境

人民币业务有关的政策范围内，为

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相关的结算服

务。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

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银发[2018]

3 号），凡依法可以使用外汇结算的

跨境交易， 企业都可以使用人民币

结算。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在于，可

广泛用于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因

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产生支付需

求， 进而在金融市场用于信贷和投

资；最终因价值的承担，成为储备货

币。

目前， 全球范围内已实现国际

化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

元等。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深化改

革开放、 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的客观

需要，支撑着“一带一路” 建设，体

现中国经济市场化、 现代化、 国际

化； 提升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国际话

语权， 推进货币自由兑换及汇率市

场化。

从实际上看， 人民币国际化有

利于降低对外融资成本， 增强国际

支付能力； 提升国际贸易地位和金

融市场地位，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发展；改善贸易条件，减少汇兑风险

并增强贸易便利化。

■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跨境业

务实惠多

企业是使用人民币办理跨境贸

易结算的主要参与者， 同时也是开

展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 人民币跨

境担保、 人民币跨境投资等金融业

务的推动者。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使用人

民币办理跨境结算， 能带来的实惠

主要有七项。 首先是在国际业务中

增加一币种选择余地 （尤其是针对

港澳台等地区）；二是能节省跨境结

算汇兑成本，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三

是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四是便于本外币调

剂使用，支持企业“走出去” ；五是

方便企业集团内部资金融通； 六是

可利用境内外人民币市场资源，可

利用银行提供跨境人民币产品服

务；可享受“本币优先” 的政策红

利。

据介绍，2009 年以来，人民币在

贸易结算、 跨境投融资中的使用经

历了政策逐步放宽的过程， 经过 10

年的发展，凡是外币能做的，人民币

都能做，而且更为便利。 业务包括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境外

放款、跨境融资、证券投融资、跨境

人民币资金池、 个人经常项目人民

币跨境结算等方面。 除资本项下境

外放款、 跨境融资等少数业务需经

跨境办或外汇管理部门备案 / 登记

外， 企业均可凭真实性证明材料在

有资格的商业银行办理。

■十年国际化成果丰硕

回顾近十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开

放的历史， 人民币国际化是最大的

亮点之一。 2018年，人民币连续八年

为我国第 2 大跨境收支货币， 人民

币已成为全球第 3 大贸易融资货

币、第 5 大支付货币，第 6 大官方外

汇储备货币。 现在，人民币跨境使用

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人民币国际化

基础设施逐笔完善； 人民币支付货

币功能被广泛接受； 人民币投融资

货币功能日益深化； 人民币储备货

币功能逐渐显现； 人民币计价货币

功能有所突破。 银行将进一步丰富

各项业务的跨境人民币展业规范，

发掘新渠道，拓展海内外联动业务，

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服务

实体经济。

在众多商业银行中， 中国银行

在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中具有优

势。 该行拥有超过 11000 家国内分

支机构，以及遍布全球 29 个国家和

地区的 800 多家海外分行、 子公司

和代表处，业务触角遍布世界各地，

能够提供多层次、 跨地区的贸易融

资等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凭借专业服务和创新

精神， 成为贸易金融领域中国最知

名的品牌之一， 与国内外同业保持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代理行网络发

达，业务合作范围广泛，在同业中享

有良好的信誉， 信用证等贸易金融

工具接受度高， 是许多国际国内同

业的首选合作银行。 中银香港和中

国银行澳门分行是全球唯一两家跨

境人民币的清算行， 跨境人民币清

算渠道更加便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人民币国际化十年成果显著 企业受惠良多

本报讯 昨日上午 9 时许，贵

阳市文昌南路大南门公交站牌对

面， 一辆白色轿车在行驶中突然

失控，冲向左侧人行道，在撞倒路

边的灯杆后才停下。 据了解，除司

机受轻伤外， 所幸事故没有造成

其他人员伤亡。

上午 9 时 10 分，记者在事故现

场看到， 一辆白色的私家轿车撞倒

了左侧人行道上的灯杆， 灯杆倒下

时又将旁边的行道树压断。 白色轿

车的左前轮被撞瘪， 车头被撞得面

目全非，零件散落一地，正副驾驶位

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

“当时我走在对面的马路上，听

到‘砰’ 的一声，回头一看，车子撞

到路边了。 ” 一位目击市民告诉记

者，白色轿车撞倒灯杆后，他看到车

头开始冒烟。 在附近水果店工作的

一名小伙发现出车祸后， 立即跑到

车前，看到驾驶员被撞晕，他打开车

门将驾驶员扶了出来。

据悉，车祸发生时，车上只有驾

驶员一人， 旁边的人行道上无过路

的市民。 驾驶员仅腿上有轻微擦伤，

胸口有点闷， 并无大碍。 目击市民

说， 该驾驶员当天是开着车去送货

的，行驶中一时疏忽才发生了车祸。

截至记者离开时，交警已到现

场处理事故。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林）

轿车失控 冲向人行道

事发文昌南路，当时幸无路人，仅司机受伤

本报讯 近日，清镇市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

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对张某某、

刘某某等 17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据

悉，该案为中央扫黑除恶第 19 督导

组督办的第三批涉黑案件之一。

经审查，2016 年至 2018 年期

间， 被告人张某某在清镇市通过开

设足疗店结交、拉拢刑满释放、社会

闲散人员刘某某、蒋某某、李某某 3

人，又通过刘某某、李某某等人拉

拢张某某、姜某某等 13 人，在张某

某组织领导下，以暴力、威胁等手

段，多次在清镇市城区、贵安新区

的公共场合、人员密集地，实施大

规模持械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毁

坏财物、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造

成他人人身、财产严重损失。 该组

织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

破坏清镇市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

序，形成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清镇市人民检察院对涉案 17

人依法提起公诉， 对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活动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

用，为维护清镇市社会和谐稳定，营

造安全祥和的社会环境作出了积极

贡献。 （王芬余 娄根 邓丽娜）

本报讯 昨日上午 8 时许，贵阳

市南明区一小区 8 栋， 一男子从楼

上坠下后不幸身亡。

附近居民提供的视频显示，一

名穿着黑色裤子的男子倒在一家

店铺前， 疑似家人在他的身旁哭

泣，一名小女孩在不停地哭喊着：

“爸爸，你怎么了。 ”

“早上 8 点多，听到‘砰’ 的一

声响，我就往窗外看，发现是一个男

的掉下来了。”住在 8栋的一位居民

告诉记者，死者大概 30 多岁，掉下

来时没有穿鞋。

据悉，因事发时路上行人较少，

没有人看到男子是从哪一层楼掉下

来的。

随后， 记者联系上男子坠亡后

方的店铺老板。

据该老板介绍，上午 9 点多，她

从家里赶到店铺后， 发现这里已经

拉起了警戒线，有居民讨论称，男子

是喝醉后掉下来的。

目前， 该男子坠楼的原因尚不

明确， 警方正对此事展开进一步调

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林）

原因未明，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清晨时分 男子坠亡

当地检察院近日依法对团

伙成员提起公诉

17人涉黑团伙

在清镇为非作歹

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轿车

坠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