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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3。截至昨日下午6时，在岸
人民币对美元报6.
8840，如果从
2019年 9月 3日 7.
1854的 低 点 算
人民币正走出一波独立升值
起，人民币至今已累计上涨超过
行情。最近几个月，人民币对美元
3000个基点。
汇 率 从 7.
12一 路 升 值 到 昨 日 的
纵观2019年，从年初到4月
6.
88附近，一举升破6.
90关键点
底，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6.
8518上
位，并收复6.
89关口，为去年7月
7366，小幅升值。进入5月，
31日以来首次。美国当地时间13 升至6.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较大波
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
动，短期内快速贬值3%，不过6月
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人民币未
中旬后峰回路转，重回小幅攀升
来升值预期显著。
状态。此后，虽然人民币再度面临
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
贬值压力，但在年末人民币再次
国内的资产价格利好明确，股、债
走出一波升值行情。本周，在岸、
有望走牛。对于老百姓来说，人民
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更值钱了，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大涨升破
6.
9关口，
为2019年7月以来首次。
出境旅游可以买更多东西了。
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期间，美
WXYZ[\]^_`a
元指数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可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
见该趋势属于相对独立行情。高
13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
盛建议2020年买入人民币，理由
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之后，中
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将支撑人民
美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将签署美中
币。高盛预期，中国经济自去年第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四季度迎来拐点，有望在今年进
13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
一步向好。
元双双大涨，其中在岸人民币对
bcdefghijG
美元报6.
8942，较上一交易日涨
348点，创2019年8月1日以来新
人民币升值趋势实际自去年
高 ； 离 岸 人 民 币 涨 315点 ，报
9月份便已开始，中国股市自去年

人民币升值利好造纸、航空、房地
产、
银行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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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含
金量上升，对出国留学、出国旅游
消费的人来讲属于重大利好，且
人民币对当地货币升值幅度越大
越划算。
春节即将来临，很多市民正
规划出国旅游，人民币的升值可
以减少市民的出行成本。市民在
美国等地旅游将可以买到更多的
东西，人民币更加耐花。我们来算
{|} ~
一笔账，
2019年9月3日兑换1万美
元需要7.
18万人民币，而现在，兑
围看，中国股市估值水平较低、债
12月份开启了上涨行情。当前人
换1万美元只需要6.
87万人民币，
民币汇率与A股市场的联动增强， 券收益率相对较高，外资对其配
能少花3
1
0
0
元。
这意味着，
等价人
置热情高涨，资本项目流入有助
汇率上涨带来的风险偏好提升和
民币在购买境外以美元计价的商
于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推动人民
资本流入，
预计将推高股指。
品时可以买更多。或者说，市民在
币升值。
数据显示，近年来，外资流入
境外购买进口化妆品、手表、提
展望未来，境外资本进入我
我国债市和股市资金明显增多。
国金融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包、奶粉等商品时，数量不变，实
截至去年11月末，境外投资者持
瑞银投资指出，
假设2020年MSCI 际花的钱少了。
有中国债券和上市股票余额分别
而对于出国留学的群体来
为3248亿和2838亿美元，比2016 纳入A股因子不上调，预计流入A
股的境外主动资金有望达到3000 说，人民币升值后，同样的学费就
年末上升1.
6倍和1.
1倍。
可以用更少的人民币购汇，可以
亿元人民币。
从中长期看，在对外开放持
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
中国股市的哪些板块将受益
续扩大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继
;-889->?
于人民币升值呢？分析人士指出，
续看好中国资本市场。从全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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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不少市民发现，银行的靠
档计息类存款产品已经下线了。
昨日，记者采访厦门多家银行了
解到，靠档计息类定期存款产品
已经没有了，调整之后的新产品
不再支持靠档计息，大额存单受
影响较大。据了解，此举与监管
机构此前针对定期存款靠档计
息窗口指导有关。
所谓靠档计息类定存产品，

是指定期存款在提前支取时不
按照活期利率计息，而是按照实
际存入时间最近的一档存款利
率计息，剩余部分按照活期利率
计息。这样一来，客户在提前支
取时可以获得更多存款收益。
由于存取灵活、利率较高，
靠档计息类定存产品颇受市民
喜爱，也成为各家银行近年来力
捧的产品。不过，今年 1月 1日
后，多家银行新增定期存款均不

再支持靠档计息，若提前支取将
按照活期存款利率来计算。这意
味着，储户要规划好存款期限，
满期前“任性”支取会面临较多
损失。以一家银行 50万元三年
期、存款利率为 4.
125%的大额
存单为例，之前提前支取可靠档
计息，其计息规则如下：持满一
年支取，按一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2.
25%计息；持满两年支取，按两
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3.
15%计息。

这也就意味着一旦需要使用资
金，
持满一年可获得 11250元利
息，持满两年可获得 31500元。
现在，只要提前支取就按活期利
率 0.
3%计息，持满一年，只有
1500元利息。
不过，此次调整针对新增的
定期存款，对之前已经存入并且
约定好可以靠档计息的存款并
无影响。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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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咨询委
员会评出2019中国管理咨询机
构50大榜单。
记者获悉，
厦门企业
理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入围榜单
的前十，在财税服务领域更是高
居榜首。

中国管理咨询机构50大评
选自2012年启动之后，理臣咨询
成为目前中国管理咨询行业连
续八次入选50大的唯一机构，并
且名次稳步上升。
据了解，理臣咨询作为我国
领先的财税服务机构，创立于

2004年，是一家专注于财税管理
咨询及财税教育培训的服务提供
商，
其在全国首创“教育+咨询”
经营模式，服务人员超过16万人
次。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及人
工智能的发展，理臣咨询积极介

入人工智能领域。据悉，理臣咨
询不但推出了人工智能决策系
统，还着手开发财务风险分析、
税务风险分析系统，为企业提供
高效的财税解决方案。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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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yzT昨日，记者从国家税
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了解到，截
至 2019年底，
我市 213户企业已
享受留抵退税 30.
8亿元，有效盘
活企业资金，助力厦门经济高质
量发展。
2019年 10月份起，增值税
全行业增量留抵退税政策落地，
厦门税务提前筛选可能符合退税
条件的企业名单，通过财政、国库
多部门联动，减少流转环节，让纳
税人以更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流
程，享受减税降费的改革红利，留
抵退税的办理时间，从规定的十
个工作日压缩到两个工作日。
截至 2019年底，厦门税务系
统已受理 181户全行业纳税人提
交的增量留抵退税申请，加上享
受留抵退税的先进制造业和集成
电路企业，厦门税务 2019年累计
为 213户企业办理期末留抵退税
30.
8亿元，进一步增大投资及扩
大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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