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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朱翃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正在上海崇明

岛举行中。以花为媒，现代农业、民宿升

级、文化体验、精品制造……“花样经济”别

样绽放，演绎出生态“颜值”和经济“价值”

的协同并进。

繁花似锦、绿荫如盖，仲夏时节，一登

上崇明岛，就能感受到与国际大都市完全

不一样的景观气质。借花博会之机，崇明

岛的现代绿色农业加速拔节“生长”。

“今年5月20日前后，我们的鲜花日销

量达到了100万枝左右。”生鲜电商平台叮

咚买菜采购总监付晶介绍，平台和崇明主

要的合作是大米订单种植，由于很多用户

在评价区提出了买花需求，叮咚买菜干脆

像卖菜一样卖起了鲜花。采用产地直采模

式，部分鲜花品类价格被压到了每束不到

10元，慢慢走进更多的消费者家庭。

统计显示，截至 2020年底，崇明岛的

商品花卉总种植面积达2.8万亩，年销售额

破亿元。花博会带来的流量，将转化为更

多的市场销量和经济增量。

鲜花、大米、清水蟹……这边的现代农

业生机盎然，那边的精品制造也崭露头角。

最近，“新崇明人”李佳琦受邀成为花

博会的青春推荐官，崇明本土生产的“喜

时”精品锅具，成为推荐好物之一。

“生态岛有好米，好米要配好锅。”上海

冠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

说，原来企业主要给国际大牌代工，近几年

正在转向自主品牌和内销市场。呼应这次

花博会，冠华推出了十多款新产品，采用花

朵的七彩颜色，有的粉嫩，有的明黄，希望

进一步打响本土品牌。

崇明生态岛不仅有好物，更有深厚的

乡土文化等待发掘。借花博会的窗口，这

些文化元素更加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布布瀛工作室负责人周勤是崇明人。

去年她把自家的两栋民宿进行了改造升

级，内饰采用了裸棉和土布元素。“游客来

崇明，除了休闲度假，还能干点什么呢？我

就想到了土布，这是崇明姑娘过去出嫁时

的必备嫁妆，也曾是岛上的流通货币。”

如今，在周勤家的民宿里，游客不仅可

以欣赏购买土布文创产品，还可以亲手织

一块布料。包括土布、民俗、雕花板在内，

升级版的崇明民宿里，普遍增加了文化体

验。

对崇明而言，花博会这样的生态盛会，

不仅带来了游客和流量，更重要的是，让人

们意识到生态“颜值”中蕴藏的发展机遇，

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回流。

“过去很茫然，现在很忙碌。”土生土长

的崇明姑娘黄萍快人快语。10年前，上海

长江大桥通车，黄萍辞掉市区的工作，回到

岛上开办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一开始

找不着方向，随着生态岛建设的启动，为影

视拍摄牵线搭桥、与喜马拉雅平台联手制

作有声讲述、参与“五五购物节”活动，忙得

不可开交。“把文化传播、乡村振兴和生态

岛建设结合起来，有做不完的事情。”

（新华社上海6月2日电）

生态“颜值”和经济“价值”协同并进

“花样经济”绽放崇明生态岛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俄罗

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1日举行部长级会

议后，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涨，其中布伦

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自2019年5月
底以来首次收于每桶70美元以上。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7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0美
元，收于每桶 67.72美元，涨幅为 2.1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

涨 1.53美元，收于每桶 70.25美元，涨幅

为2.23%。

欧佩克当天表示，随着新冠疫苗接

种加快，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持续复苏，

石油需求明显增加。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产油国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继续按原

定计划增加石油产量。

4月初，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

同意 5月日均增产 35万桶，6月也日均

增产 35万桶，7月日均增产约 44万桶。

同时，沙特将逐渐退出其日均 100万桶

的自愿减产。

去年，因石油需求受疫情影响急剧

萎缩，国际油价大幅下滑。为稳定油价，

去年 4月，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达

成减产协议。今年，国际油价不断上涨，

目前已比年初高出30%以上。

据欧佩克最新预测，今年全球日均

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 600万桶，今年

下半年石油库存可能大幅下降。

瑞讯银行高级分析师伊佩克奥兹卡

德斯卡娅认为，疫情期间积压的石油库

存几乎已被消化，疫情管控措施放松、经

济活动增加及全球旅行前景改善将进一

步提振石油需求。

欧洲市场服务机构XM.com投资分

析师马里奥斯哈吉基里亚科斯表示，主

要产油国宣布维持原有增产计划后，油

价依然走高，这让产油国对市场需求更

有信心。

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官

马克黑费尔 1日表示，此前产油国高水

平的减产执行率是对今后一年油价持积

极预期的原因之一，预计布伦特油价将

升至每桶75美元。

他还认为，疫苗接种让人们的出行

逐渐回到常态，对能源需求构成支撑，美

国汽油需求很可能在今年夏季达到多年

来的高点。 （新华社纽约6月1日电）

作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领

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提速推进。

记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有关部门接

连召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推进会、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专家座谈会等，

人民银行在全国多地启动金融数据综合应

用试点。地方上除加紧出台改革具体方

案、展开省级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

点外，还将密集上线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

平台等。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

红利加快释放，将进一步激发数据、技术、

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潜力和活力，助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素市场化改革成效初显

自去年上海技术交易所开市以来，截

至今年 4月，上海技术交易所累计挂牌科

技成果 1491项，累计成交金额 8.47亿元，

意向进场科技成果1863项，意向进场交易

金额15.04亿元。

5月1日起，《安徽省大数据发展条例》

正式实施。安徽将依法统筹设立大数据交

易服务机构，搭建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建立

数据产权交易机制，遵循自愿、公平、诚信

原则，鼓励和引导当事人在大数据交易服

务机构进行数据交易。

日前在 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

览会上，贵州省大数据局联合多家单位提

出“省域数据要素市场自治与可信流通”的

理念，规划数据可信流通的技术架构，并在

贵州实践、落地。

这是近期各地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

革的缩影。2020年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和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意见》相继出台，要素市场化改革拉

开大幕。

一年多来，相关部门在土地管理制度

改革、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健全职务科技

成果产权制度等方面密集部署，地方也相

继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举措。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已成为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的重要环节。各部门各地方都在积极试点

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模式、路径和重点

方案，部分地区已经在土地、资本、技术、数

据、劳动力等市场化配置方面迈出步伐，山

东、江苏、湖北、深圳等省市也出台相应的

政策措施，在要素市场化综合改革试点上

取得初步成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记者表示。

各方加紧展开部署

近段时间，围绕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

改革，有关部门和地方正加紧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 3月和 4月分

别召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推进会、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专家座谈会。其

中，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推进会上，

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人民

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对年度

重点任务、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

试点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江苏、浙

江等 14个省份组织商业银行、清算机构、

非银行支付等开展金融数据综合应用试

点，旨在推进金融数据高效治理、安全共

享，实现跨层级、跨机构、跨行业数据融合

应用，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地方上也在加快推进。天津、宁夏等

多地表示，将于年内抓紧出台深化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的实施意见、具体措施等。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关于

开展 2021年四川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试点（第一批）的通知》，确定了涵盖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的十一家试点单位。江苏也提

出，下一步将选择部分有条件的区域开展

省级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不少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在要素市场

化改革发力点上有所侧重。

比如，围绕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浙江日前发布《2021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

展工作要点》，提出推进技术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围绕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广东将进一

步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力，出台《广

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广东省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等文件，开展公

共数据开发利用试点，推动省数据交易中

心建设。

围绕激活土地要素市场，河南将制定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意见，

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增值收益分配制度。

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业内表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提升要素在更大范围配置的效率，实现

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

效公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打下坚实制度基础。

“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在各地试点

铺开，特别是在数据等新要素资源方面的

探索如火如荼，今后应进一步推动土地、劳

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阻

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提

高要素质量。”刘向东说。

在他看来，当前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如城乡建设用

地同权、建设用地指标灵活跨区流转、农村

集体土地自由流转存在障碍，各类资产证

券化渠道比较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

数据要素在确权、定价、交易、安全监管等

方面尚未形成成熟透明的规则等。“建设高

标准市场体系，需要补齐要素市场化改革

短板，建议在地方开展综合改革试点的基

础上，加快探索行之有效的模式和路径，并

逐步推广到全国。”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

副主任徐洪才对记者表示，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

程，体制机制方面的阻碍是制约要素流动

的重要原因。当前，一些要素市场流动性

较弱。比如，数据市场交易量很小，劳动力

流动也不够顺畅，土地要素流转受到较大

限制。应对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局限、要

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等难题进行分类施

策，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比如，让土地要素有序流动，需要解

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建立城乡之间

各类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推动

知识下乡、资本下乡、技术下乡，并实现同

土地要素的有机结合；在促进劳动力自由

流动方面，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

保障制度的完善，致力于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目标的实现等。”徐洪才说。

据《经济参考报》

■新华社记者 傅云威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

破 6.4关口，创近 3年来新高。一时间，

市场开始热议人民币汇率是否已进入上

行通道。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传递

了“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久赌

必输”的清晰信号，但做多人民币的投机

冲动仍若隐若现。

分析人士认为，本轮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上涨，有被动因素，也有主动因素，

投资者既要重视行情，也要筹谋长远，做

出明智选择。

自去年 3月以来，美国已累计出台

总额逾 5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措施，同时

美联储官员刻意淡化业已高企的通胀风

险，迄今鲜有收紧货币政策意向。由此，

美元指数 4月以来快速跌至 90附近，主

要非美货币汇率被动升值，人民币汇率

走势并非特例。

新冠疫情压力下，美国财政预算

和经常账户双赤字危机愈加显著，导

致美元长期价值受到怀疑。据《日经

亚洲评论》杂志网站报道，去年，以美

元计价的资产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下跌

了 1.7 个百分点至 59%，自 1995 年以来

首次跌破 60%。

尽管如此，必须看到，美元仍然是全

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当前

美元汇率走低，很大程度受制于政策因

素。一旦美联储政策转向或美国经济复

苏趋势进一步巩固，美元短期上攻的可

能性仍难排除。

此外，在中国长期坚持有管理的浮

动汇率制度下，任何恶意操纵市场、恶

意制造单边预期的行为都难免遭到打

击或者对冲，交易成本较高，潜在风险

极大。事实上，中国央行已着手收紧境

内市场外汇流动性，意在显著增加投机

成本。

长远看，中国抗疫成就、复工复产的

出色表现以及各种稳增长的适当调控措

施，有效巩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

重要地位，利于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此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去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总规模大跌38%的背景下，流入中

国的FDI逆势增至 2120亿美元，使中国

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此外，在绿色金融逐渐趋向主导全

球投资方向背景下，中国以其对实现碳

中和目标的坚定承诺，产业转型升级的

务实行动，以及对绿色理念、绿色生产、

绿色投资的积极倡导，客观上为投资者

提供了大量潜在机会。

彭博新能源财经指出，去年全球对

绿色环保项目的投资总额超过 5200亿

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伍德麦肯兹咨

询公司估计，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相关

目标，全球至少需要50万亿美元投资。

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人民币资

产越发具备绿色属性，相关项目通常跨

期长、受益潜力大，提升了中国金融市场

的深度广度，可满足境外共同基金、退休

基金等全球配置资金追求稳定、长期收

益的需求，使得人民币资产具备长久吸

引力。

一言以蔽之，人民币资产并非赌徒

的“筹码”，而是回馈耐心和智慧者的“重

礼”。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激发数据技术土地等要素潜力

多方加紧部署 要素市场化改革再发力

莫把人民币资产当赌博“筹码”

需求增加推国际油价继续走高

上证指数：3597.14点 0.76% 成交4547亿元
深证成指：14857.91点 1.18% 成交5583亿元

创业板指：3243.02点 1.73% 成交1947亿元
沪深300：5289.97点 0.97% 成交2962亿元

100美元 637.73人民币
100欧元 779.05人民币

100日元 5.8248人民币
100港元 82.188人民币

□ 数读财经 6 月 2 日 □ 6 月 2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手段多样、花样翻新！经过数月专

项检查，银保监会 1日通报排查经营贷

违规流入楼市的情况。

经营贷违规入楼市一直是监管严查

的领域。高压之下仍乱象不止的背后，

有多个主体的共同推动，但作为信贷资

金的投放方，银行机构难辞其咎。

拆入资金全款买房后，申请经营贷

款偿还买房资金；将经营贷资金在多家

银行账户间流转套现，以掩盖买房目的；

编造交易背景、虚构贷款用途……监管

部门严查下，一些复杂的操作手法浮出

水面，也让部分银行贷款管理的漏洞暴

露无遗。

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的

“三查”制度是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的重要

保障，但现实中，一些银行有规不依、有

章不循，导致贷款管理的“屏障”频频“失

守”。有银行人士坦言，贷前审查核实企

业资格、贷中及时跟踪经营状况、贷后监

测资金流向，信贷管理流程繁琐，费时耗

力，不如视而不见，既不得罪客户，还能

完成业绩考核，赚得利息收入。

貌似一举两得的“如意算盘”，最终

带来的可能是信贷风险的积聚、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的“失灵”，这样的“如意算

盘”打不得！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今天的贷

款结构意味着明天的经济结构。根治信

贷资金违规入楼市这一痼疾，需要各方

面共同努力，尤其需要银行“动真格”。

对一笔贷款，是真审核严审核还是走形

式走过场，是睁只眼闭只眼“放行”还是

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相信银行

自己心里最有数。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围堵经营贷违规入楼市，
银行要动真格！

借花博会之机，崇明岛的现代绿色农业加速拔节“生长”。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