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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助推西部开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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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民币业务是在进出口

贸易、 涉外投融资等各类对外经

济活动中使用人民币计价和支付

的业务。自2010年6月四川跨境人

民币业务正式启动以来， 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积极创新工作方式，

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多方联动，指

导商业银行和企业不断加大对跨

境人民币政策、 产品的宣传和业

务创新拓展， 有力推动全省跨境

人民币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自2013年末突破千亿大关后今年

再上新台阶，截至9月末累计结算

金额突破两千亿元，达2215亿元，

1月~9月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量

在中西部省份中排名第二。 业务

覆盖面迅速扩大， 截至9月末，四

川21个市州的1659户企业主体、

42家商业银行的374个分支机构

办理了跨境人民币业务， 交易方

辐射至10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在

支持四川外贸稳定增长、 助推西

部金融中心建设和拓宽企业融资

渠道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降低涉外企业成本，对

四川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发挥了积

极作用。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能

帮助企业提前锁定成本和收益,

规避汇率风险，节约换汇成本，财

务收益明显增加， 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 全省跨境人民币业务量最

大的鸿富锦精密电子 （成都）有

限公司货物贸易项下累计结算金

额已达257亿元，长虹电器、联想

电子科技、纬创资通、英特尔等大

型终端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加

工贸易龙头企业也大量使用跨境

人民币结算。

二是引入境外低成本资金，

促进了四川省先进制造业、 能源

矿产和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跨境

人民币融资具有规避汇率风险、

办理手续简便等优势， 能使企业

获得境外低成本资金。 自试点开

办以来已有119家四川企业利用

中国香港、 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

市场获得跨境融资370亿元，融资

成本明显低于内地平均水平，华

油天然气、成渝高速、攀钢钢钒、

中铁二局、龙蟒钛业、成飞集团、

现代汽车和双流国际机场等一批

行业龙头和重点企业从中受益，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涉外企业融资

难和融资贵问题。

三是便利外商直接投资，增

强了各类机构支持四川经济发

展的实力 。

外商直接投资人民

币业务具有办理手续简便，没

有结汇环节， 资本金境内使用

便利等优势，因此，人民币已成

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选择。

业务开办以来至2014年9月末，

四川省跨境人民币对内直接投

资达183亿元。

四是产品和业务日益丰富，

助推了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跨境人

民币业务有利于创新方式吸纳境

外人民币资金支持四川发展，也是

金融中心资金集聚能力和外向度

的重要标志，今年以来人民币跨境

收支已占四川省资本项下跨境收

支的32%。四川各金融机构加快了

产品和服务创新，与境外金融机构

的合作日益密切和顺畅，联合推出

了出口订单融资风险参贷、银团贷

款等多种产品，多家全国性商业银

行四川省分支机构的跨境人民币

创新产品在其总行获奖，外资银行

四川省分支机构也在银团贷款支

持省内企业境外人民币融资等业

务方面取得突破。

此次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宣

讲会的召开， 将有利于进一步调

动银行和企业积极性， 联合社会

各界力量推动四川跨境人民币业

务持续稳定增长， 跨境人民币业

务的开拓创新将为支持四川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 助推西部开发开

放、 加快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发挥

更大作用。

（文

/

杨斌）

规模创四川二十年之最

八益秋拍冲击一线阵容

三大类别 十一专场 汇聚千件奇珍

四川本土艺术品拍卖正迎头赶上，缩小与国内一流艺术品拍卖公司的差距。

适逢成都八益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同时八益成为四川省首批获得国家第一类文物拍卖经营资质

的拍卖公司，即将于10月24日举棰的2014年八益秋拍也多了不少精彩看点：新增瓷器杂件大类，令拍卖品

类进一步完善，这意味着四川本土艺术品拍卖公司，也有了和国内一流艺术品拍卖公司同台竞技的机会。

据悉，2014年秋拍，成都八益在中国书画、中国油画、瓷器杂件三大类别上准备了十一个专场，拍品总

数多达1027件，在规模上堪称四川艺术品拍卖近二十年来之最。

“我们希望能带动四川艺术品迈向高端与良性循环，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交

易平台。”成都八益拍卖总经理杜玉彤表示，希望经过严格把关、规范操作，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通过八益

的艺术品拍卖平台，给买卖双方提供国内一流的专业化服务及高质量的拍品资源。

今年八益秋拍再做突破， 新增瓷

杂板块，以明清瓷器精品领衔，配以金

铜佛像、唐卡、古董及文房雅玩，形成

《皇家遗珍》《妙境梵音》《素心清

翫》三个专场，拍品共计447件。

书画板块， 成都八益拍卖延续立

足西南、放眼全国的拓展思路，重点推

出巴蜀名家精品力作， 同时兼顾全国

名家和中青年艺术家作品， 拍品不仅

涵盖近现代全国名家如吴昌硕、 溥心

畬、黄胄、何海霞、程十发、黄永玉、谢

无量、陈子庄等，川籍名家如李琼久、

吴一峰、冯建吴、苏葆桢、孙竹篱、岑学

恭、赵蕴玉、黄纯尧、王易、李文信等艺

术大师的佳作；同时还推出以彭先诚、

刘朴、戴卫、郭汝愚、叶瑞琨、何应辉、

秦天柱等为代表的四川本土中青年艺

术家作品。

而在本次秋拍中， 最值得藏家特

别关注的是《内美———百年子庄精品

专场》， 四十五件陈子庄精品整体呈

现，这在四川是第一次。

此外， 书画板块还精选《丹青之

华》《内美》《巴蜀水墨三十年》《蜀

苑掇英》《中国书画专场》《大走客》

《九躬书画》 等七个专场呈现， 拍品

542件。

在油画板块， 八益拍卖一如既往

秉承少而精的策略， 精心为藏家组织

了包括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周春

芽等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的大家力

作，此外，还有新生代具有潜力的青年

油画家的作品，共同组成了《油画及当

代艺术专场》，拍品38件。

人杰地灵的巴蜀大地哺育了众多

书画英才，这也是四川本土拍卖的重头

戏。本次成都八益秋季拍卖会也专门集

纳了一批已故名家的力作———《蜀苑

掇英》巴蜀已故名家书画精品专场。

这些已故名家包括岑学恭、 杜显

清、冯建吴、黄纯尧、李道熙、李文信、

苏葆桢、孙竹篱、王易、晏济元、赵蕴

玉、周抡园等十几位艺术家。他们以毕

生精力探索表现这方土地上的民俗风

情、自然景物、文化名胜，留下了众多

精品， 其作品不仅在题材上带有浓烈

的四川特色，在表达方式上，巴蜀特殊

的人文历史背景以及自成体系的审美

传统， 也使得这一创作群体有着比较

独特而接近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具体表

现方式。

一位资深收藏家指出，近年来，文

化领域打造巴蜀画派势头升温， 经过

本土拍卖公司不断挖掘巴蜀艺术家精

品， 巴蜀画派已有了深厚的学术积淀

和市场需求， 未来巴蜀画派的继续发

扬光大， 仍离不开收藏界和学术界的

共同努力。

《皇家遗珍》瓷器工艺品专场共

计258件拍品，以清代宫廷瓷器、玉器

为主， 其中0685号拍品清乾隆青花六

方贯耳尊外形敦实，线条硬朗，气势恢

宏而尊贵。六方的造型别致精巧，因不

能直接拉坯而成，故工艺复杂，成型不

易。此造型精巧、稳健，纹饰层次达九

层之多，全器釉面肥腴，釉浓处可见气

泡，青花深沉凝重，纹饰清晰，画工严

谨，为乾隆时期官窑佳品。

0717号拍品，清乾隆白玉瑞兽摆

件，整器雕琢刀法精致细腻，瑞兽指

爪、鬃毛，瑞兽肢体语言表达清楚，着

重突出神态与情趣，浑圆丰满，颇为

罕见， 为乾隆时期玉器精品之作，不

容错过。

《妙境梵音》金铜佛像、唐卡专场涵

盖12世纪~19世纪各时期金铜佛像、唐卡

共计91件。其中0886号拍品，一尊12世纪

后波罗式样释迦摩尼降魔成道金铜佛

像，螺髻为典型早期式样，有镶嵌珍宝的

眉间白毫， 满月的面部或许有某种中亚

艺术的影响， 饱满的肌肤感透露出青春

生命的朝气，目光轻垂，神情安然内敛，

是东印度波罗艺术的内涵所在。

0906号拍品，一件风格融合的宗喀

巴传记唐卡特别值得关注，画面虽然描

绘了很多的的花卉，但画面并无植物装

饰图案形成的跃动感，整个唐卡能将几

种对比度很大的色彩协调统一，画面沉

着、稳定。虽然是18世纪后半叶的作品，

但此幅作品疏密有致，背景独特的釉蓝

色形成幽深的空间背景，与前方的绘画

形成分离的强烈的二维视觉，是12世纪

至14世纪唐卡的风格遗留。画面人物清

秀庄严、五官集中，口鼻较小，具有当地

的审美特征。

（文

/

吕波）

预展时间 ：

2014

年

10

月

20

日

9

时

~23

日中午

12

时

预展地点：瓷器杂件（四川省博

物院君庭艺术会所）

中国书画、油画（成都市二环路

西二段

10

号八益拍卖公司书画馆）

拍卖时间：

2014

年

10

月

24

日 瓷

器佛像、中国书画、油画

13

时顺延

至夜场

2014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书画、古

董文玩

10

时顺延至夜场

拍卖地点： 成都锦江宾馆贵宾

楼三楼四川厅

咨询电话：

400-028-6081

；

028-

87343535

荦再做突破 拍品种类完善

荦巴蜀画坛群星璀璨

荦官窑佳品聚奇珍

荦梵音清润

妙相庄严

特别提示

10月16日，由中国人

民银行成都分行主办的

2014年跨境人民币业务

政策宣讲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以“融入一带一路战

略，助推西部开发开放”为

主题， 结合国家宏观经济

形势和“一带一路”整体战

略布局， 力图有针对性地

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二司郭建伟副司长对当

前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框

架进行了全面解读， 巴基

斯坦驻成都领事馆总领

事、 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以及来

自四川省商务厅、 中信银

行总行、中银香港、工商银

行印度孟买分行等政府经

济综合部门和境内外银行

的嘉宾就东南亚和南亚经

济金融环境与人民币业务

发展、 四川外经贸形势与

跨境人民币业务需求、银

行跨境人民币产品与服务

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演讲。

会议同时通过企业经

验介绍、 展板演示和视频

播放等形式集中展示了近

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支持

四川涉外经济发展和西部

金融中心建设的成效，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和中

信银行成都分行分别与四

川长虹、成渝高速等10户企

业代表现场签署了跨境人

民币业务合作协议。

图片由中信银行成都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