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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一季度结售汇逆差大幅下降
国家外汇局：美联储三次加息影响逐渐减小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姜

昨日，国家外汇管理局
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
国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
款逆差出现了大幅下降。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
英表示，美联储三次加息
对中国外汇流动的影响 正
在逐渐减小。
国家外汇局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按美元计价，
银行结汇同比增长 7%，售
汇同比下降 12%，结售汇逆
差 409亿美元，同比下降
67%；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同
比增长 2%，支出同比下降
9%，涉外收付款逆差 252
亿美元，同比下降 78%；其
中，涉外外汇收付款顺差
30亿美元，去年同期为逆
差 366亿美元。
“今年以来我国跨境资
金流出明显放缓，外汇供求
趋向基本平衡，反映了我国
跨境资金流动逐步向均衡状
态收敛的大趋势。”王春英表
示，一季度我国外汇收支中，
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逆
差大幅下降，外汇供求逐步
趋向基本平衡。而售汇率同
樊）

比明显下降，企业外汇融资
规模回升；结汇率同比有所
上升，个人境内外汇存款由
升转降；而银行远期结售汇
逆差下降。
在王春英看来，近期国
内经济企稳提振了市场信
心，体现了经济基本面的基
础性作用。而一季度外部
环境尤其是美元汇 率 相对
稳定。
“从我国跨境资金流动
看，美联储三次加息的影响
是逐步减弱的。”王春英表
示，美联储三次加息的不同
影响，充分说明当前我国的
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幅
提升。
王春英认为，从未来
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
体仍会朝着均衡的方向发
展，我国跨境收支仍具有
良好的稳健基础。中国仍
将是境外长期资本最具竞
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目的
地之一，而金融市场对外
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人民
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
稳步推进，都将促使我国
跨境资金流动继续朝着均
衡的方向发展。

余承东回应 P10“疏油层”和“闪存门”

“友商在抹黑华为”

民商智惠携手民生银行 推移动生活圈综合服务平台
近期民生电商旗下民商智惠与中 底线，建立总行级 B2C电子商务平台。
国民生银行携手，共同启动“凤凰计 一是打通积分和分期商城，开发移动端
划”，旨在打造基于场景化交易的购物 通用平台，整合微信商城、小微商城、私
生活圈综合服务平台。此平台从银行 人银行、线下门店、出行等平台渠道，实
业维度出发，基于对交易场景的构建和 现多种交易场景在 pc端及移动端全
融合的基础，将银行服务嵌入到客户的 渠道铺开。二是建立统一入口、共享用
购物生活交易场景中，提供特定的全流 户体系，打通商品展示、订单管理、物流
跟踪等环节，提供紧贴客户生活 "痛点
程行业解决方案。
早在 2015年民商智惠便与民生银 "的积分、分期、交易、医疗、商旅等服
行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实现深度的 务。三是无缝对接行内社交平台与金
合作。此次作为民生银行的重要战略合 融平台，实现以民商智惠现有技术平台
作伙伴，民商智惠以自有系统及运营为 为基础的统一电商系统的整合。
民商智惠执行董事梁笛透露，
“全渠
依托，以自营 +平台为供应链发展模
式，以移动端为主要渠道，面向全互联网 道购物生活圈预计在 2017年底完成实
用户，同时为民生用户提供优质的商品 施，此生活圈产品具有可复制特性，届时
和服务，吸收民生小微企业商户，整合部 民商智惠将会发挥自身优势对电商业务
分 O2O功能，搭建全行统一且与金融 整体布局，整合优势资源打通全网渠道，
平台无障碍对接的购物生活圈平台。 率先对接民生银行金融平台，后续将会逐
民商智惠以提升 C端客户综合服 步实现为不同场景、不同平台下的金融客
务体验为目标，以充分保障商品质量为 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刘文
浦发北分发起文明绿色出行倡议书
在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成立 21周年 交通法规，听从交警指挥。
之际，该行联合首都精神文明办向全行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员工与广大市民发出文明绿色出行倡议 示，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始终关注公共环
书，旨在用实际行动倡导人们绿色、文 境，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希望通过发起
明、共享出行，携手共筑健康美丽北京。 倡议书活动来帮助公众建立践行绿色、
该倡议书指出，希望大家绿色出 健康、可持续的生活理念，助力北京环
行，一公里内选择步行；三公里内选择 境文明建设，倡导公众积极做健康美好
骑行；尽量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 城市生活的创造者、维护者、宣传者、监
工具；主动减少驾车频次和时间。另外 督者，共同迎接理想城市的到来。
还倡导大家文明出行，自觉学习和遵守
刘文
UC 神马媒体矩阵再次升级
4月 13日，阿里巴巴旗下 UC神马 销，提升广告主的跨平台管理效率。”
在三亚召开代理商大会。宣布将信息
随着个性化时代的来临，UC神马
流 、移动搜索、应用分发三大广告平台 还在品牌曝光、用户触达，内容运营上
进行再次升级，实现跨平台管理、大数 帮助广告主完成个性化转型，实现移动
据融合和整合营销上的全面贯通，助力 营销的精耕细作。通过“全流量”、“全
广告主和媒体实现精准营销。发布会 数据”、“全渠道”的移动营销方法论满
上，阿里移动事业群总裁、阿里妈妈总 足在不同场景下，用户对于信息服务的
裁朱顺炎表示：“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 全新诉求。从而帮助广告主和媒体实
UC神马希望通过数据贯通和全域营 现移动营销的精准化。
刘新
货基成资产配置宠儿 鹏华添利宝成企业现金管理优配
从去年底开始至今，货币基金整体 业绩表现和突出的风险管控能力，鹏
收益率持续走高。据同花顺数据统计， 华基金多次受到专业评级机构的肯
纳入统计的货币基金 7日年化收益率 定。在济安金信年初发布的公募基金
均值再创新高，今年以来截至 4月 10 2016年第四季度评级报告中，鹏华添
日，相比去年 4季度提升明显，鹏华添 利宝综合评级均为五星级，显现出其
利宝的业绩上升幅度亮眼。
在业绩稳定性，乃至规模适度性方面
从当前的市场来看，凭借稳健的 的突出优势。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新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焦立坤）

华为时下热销的旗舰手机 P10
最近遇到了“疏油层”和“闪存门”
争议。对此，华为手机掌门人余承
东昨日通过微博做出回应，称友
商在抹黑华为。
“最近网上曝出华为 P10
缺疏油层的问题，友商大量炒
作丑化我们。”余承东指出，华
为 P10系列在全球率先使用了
康宁第五代玻璃，跌落损坏概
率降低 80%，然而这种玻璃涂
了疏油层之后，在手机屏幕上
强力摩擦，屏幕显示上会有静
电纹 （过一会儿会自动消失），
行业内没能找到解决方案。他
表示华为曾考虑过换回康宁老
一代的玻璃，但这对消费者利
益显然是一种损伤。
“毕竟手机玻璃表面的疏油
层使用一段时间也会被磨掉，而
玻璃抗摔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涂抹
疏油层。我们就在手机出厂保护
膜上做了疏油层覆盖，后来我们

找到了新的防静电疏油层技术，
发货的 P10手机上已经增加了
新技术的疏油层。”
余承东表示，对于少量已经
卖出的早 期 没 有 带 疏 油 层 的
P10手机，消费者可以去华为售
后服务店了解涂抹疏油层的解
决方案。
另外 P10的闪存同时采用
UFS和 EMMC两种方案，这也
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甚至有网友
认为华为存在偷工减料的嫌疑。
对此，前天华为消费者业务已经
发声明回应称，如果对核心元器
件使用单一解决方案供货，将导
致新品上市供应不足。为了兼顾
体验、品质与供应，华为在闪存
选型上采用两种主流器件同时
供货的模式，并通过软件优化和
严苛测试保证了产品体验的一
致性。
昨日余承东进一步解释说，
核心原因是供应链闪存的严重缺
货。“至今我们的 Flash存储仍然

在缺货之中。我们在软硬件的联
合优化设计上，已经确保了即便
使用 EMMC存储，仍然保持良
好的实际使用性能体验。”
上个月 P10在中国市场开
售，好评如潮。“个别友商看到华
为 P10手机的全球热销十分眼
红，大肆抹黑我们，误导消费者。”
余承东强调说，华为不会去干偷
工减料的低劣之事。

北京音乐生活展，5 月 5 日盛大开幕！
2、系列主题活动
5月 5-7日，北京音乐生活展将
在展期三天的“音乐人之家”，观
再次在北京展览馆和观众见面！今年
众和知名吉他手、吉他收藏家聊聊音
展会将启用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主
乐之间的那些故事。与此同时，“吉他
办方准备了国风、跨乐、西韵、乐学四
藏品展”，LiveShow跨乐秀场也是
大主题共十大展馆，展会面积达
不错的去处。
27，000m2。不同的主题展馆内还有
艺术沙龙、现场演奏等相应的主题活
—乐学
4、5、6、7号馆——
动，极大地丰富了展览内容，实现了
1、特色展品
互动式的全新展览理念。
乐学馆，现场汇聚了 KAWAI钢
9、11号馆——
—国风
琴启蒙教育等知名艺术教育品牌，为
1、特色展品
小宝贝们提供更多的音乐生活选择。
国风馆以传统民族乐器为主线，
2、系列主题活动
—西韵
3、12号馆——
“乐学秀场”展会期间，将有传统
汇聚国内众多民乐及传统文化品牌。 1、特色展品
2、首届华乐发展与传播论坛
在西韵馆你将看到由欧洲音响的 礼仪日、家庭音乐演奏日、公益活动日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 典范丹麦皇冠 Avance等国内外知名 三个不同主题的活动在此精彩呈现。
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乐器品牌带来的经典展品。除此之外， 另外馆内还将有“森林音乐王国”，“全
在保留传统底色的同时，让传统文化 众多著名家具品牌也会亮相现场。 国少儿乐队大赛”等同期活动举行。
“乐动北京”产业高峰论坛
真正走进人们生活。本着对这个问题 2、西韵馆主题活动
的思考与探索，主办方将举办首届华
展会期间，现场举办的“乐动北京”
西韵馆的“艺术沙龙”里包括“提
乐发展与传播论坛。
琴文化论坛”、“提琴制琴师论坛”、“对 产业高峰论坛值得关注。论坛共分三大
3、东方会客厅
话古典乐”、“ 玩乐爵士乐”、“ 西式插 主题跨界融合、音乐教育和素质教育，
主办方搭建“东方会客厅”平台， 花”及“中外制琴精品展”等多元化主 分别由嘉宾共同讨论以音乐为主导的
跨界增量市场、音乐教育市场发展以及
诚邀国乐及其它传统文化大师来此做 题活动。
少儿素质教育行业现状及未来。
客，你可以听听他们和音乐的故事，更
—跨乐
2号馆——
优选的品牌、独具特色的展品、丰
可以现场听到他们的即兴演奏。
1、特色展品
北京音乐生活展也不仅有音乐。 跨乐馆将为爱好电子电声、潮流 富的活动、众多知名的嘉宾…… 2017
还有首届国风美学论坛，艺术家们汇 单品的时尚达人搜罗到全球众多优选 年 5月 5-7日北京音乐生活展，期待
你的到来！
刘文
聚一堂，共论他们眼中的国风美学。 乐器、潮牌产品。
满足快节奏消费信贷需求 浦发信用卡“
小浦红贷”全新上市
随着人们消费理念的不断更新转
笔者了解到，浦发信用卡“小浦红 短期经济负担，为用户提供了高效、便
换，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个人和家庭的 贷”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办贷快，实现了 捷的服务体验。浦发信用卡深刻洞察用
消费信贷需求。复杂的办理手续和流 真正意义上的“即申即贷”。持有浦发信 户快节奏消费信贷的需求，简化了繁琐
程，往往让用户望而却步，如何快速满 用卡的用户通过各在线渠道（浦发银行 的申请流程，减省了时间成本，很好地
足他们的消费信贷需求成为亟待解决 信用卡官方微信、浦大喜奔 App、支付 兼顾了“潇洒买单”和“智慧用卡”。
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浦发信用卡推出 宝生活号、官方网站）自主办理，可秒速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浦发信用卡
了一款“即申即贷”的现金分期产 获得款项，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可自由 “小浦红贷”业务，立足于当下一般消
品——“小浦红贷”，办理便捷、秒速到 选择按期还款（从 3期到 36期共 6档 费分期产品所无法满足的效率，帮助
账，实现了用户在各阶段、各领域消费 期数）或按日计息，大大缓解了还款压 用户解决自身需求与消费能力之间的
信贷需求的全覆盖。
力。新用户通过浦发信用卡的销售人员 矛盾，进一步提升浦发信用卡的市场
“前一段时间我为了弄装修、准备 面对面办理，从填写信息到获得款项最 竞争力。同时，“小浦红贷”业务，一方
婚礼、安排蜜月…把能用的信用卡都 快 20分钟内完成，堪称行业之优。 面解决了用户短期、临时的资金缺口
用上了，还和亲戚借了钱，负债累累。 如此，对于有消费需求的用户来说 问题；另一方面又能满足用户长期资
在朋友推荐下，办理了浦发信用卡‘小 无疑是“雪中送炭”，通过办理“小浦红 金规划的需要，助力用户合理、高效地
浦红贷’，立马解决了我的资金难题。” 贷”扩充自己的“腰包”，满足了急迫的 配置家庭资产，得到了业界和用户的
李先生表示。
现金需求，而分期偿还的方式也减轻了 广泛认同。
刘新
蓝筹股或迎来春天 中银新蓝筹基金发行
近期市场认为，一系列政策性热 据悉，中银基金旗下第二只蓝筹主题 蓝筹主题基金——中银蓝筹精选今年
点让蓝筹板块短期走强；而较强的盈 基金——
—中银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基 以来上涨明显，在 1367只同类产品
利能力和引领行业的龙头地位，也让 金日前启动发行。Wind数据显示，截 中排名前列。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蓝筹股成为投资者的“中长期饭票”。 至 4月 11日，中银基金旗下第一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