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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取消
更多长期资本将投资中国市场

■新华社

国家外汇管理局10日发布消
息，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外汇管理
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同
时，
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
一并取消。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会
同相关部门已先后 3 次对 QFII 和
RQFII 的相关外汇管理规定进行
修订，
在额度审批、
资金汇兑等方

面不断放松管制和简化手续。截
至 2019 年 8 月末，QFII 投资总额
度 3000 亿美元，共计 292 家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获批投资额度
1113.76 亿美元；RQFII 制度从中
国香港扩大到 20 个国家和地区，
投资总额度为19900亿元人民币，
共 计 222 家 RQFII 机 构 获 批
6933.02亿元人民币投资额度。
“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
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是国家外汇
管理局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
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改

革，也是进一步满足境外投资者
对我国金融市场投资需求而主动
推出的改革举措。
”
国家外汇管理
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
说，明晟（MSCI）、富时罗素、标普
道琼斯以及彭博巴克莱等国际主
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
入其指数体系，并稳步提高纳入
权重，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
场的投资需求相应增加。
据介绍，
今后，
具备相应资格
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只需进行登
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

定的证券投资，境外投资者参与
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再次大
幅提升，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
场也将更好、更广泛地被国际市
场接受。
王春英表示，此次全面取消
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后，跨境证券投资便利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预计将带来更多境外
长期资本。
专家指出，
从外资在资本市场
占比的国际比较来看，
我国证券投
资资金流入还有很大潜力和空

USB 调试、
免密支付、
分享位置……

这些手机功能要慎用，
你知道吗？
■新华社

用户可通过依次点击设置→
通用→发现页管理→附近的
人，
选择
“关闭”
即可。

智能手机越来越先进，
在
日常生活中充当着钱包和个
人信息储存器的角色，
它的很
多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
利，
但也埋下了安全隐患。那
么，
手机中需要慎用的功能有
哪些呢？

还要留心这些问题

除了以上需要慎用的功
能，
你在使用智能手机时还要
留心以下几个方面：
在朋友圈晒车票、护照、
飞机票等时，
切记将关键信息
慎用
“免密支付”
（如票据上的二维码或条形码
不需要输密码，
也不需要
等）做模糊处理，因为这些票
指纹、脸部识别，只需将手机
据上的二维码或条形码含有
的付款二维码页面对准收款
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
机，
“嘀”
的一声就完成了付款
不法分子借助特殊软件便能
手机免密支付功能存在安全隐患。
（资料图） 新华社发
动作。免密支付给我们的生
轻易读取。
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但也存在
闭”
即可。
家长发布孩子照片、
文字
不少安全隐患，
生活中因免密 慎开
“USB调试”
信息时，
不要过度泄露孩子的
支付被盗刷的事件时有发
“所在位置”
“USB 调试”模式是安卓 慎用
相貌、姓名等信息，或对发布
生。因此，
手机支付账号最好 系统提供的一个用于开发工
微信“所在位置”功能可 的内容进行好友分组可见。
设置成需要密码支付或指纹 作的功能。在 USB 调试模式 以跟朋友分享你在哪儿，
有人
不需要时关闭定位服
密码的形式，
关闭
“免密支付” 下，电脑只要连接手机，就相 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字、图片， 务。在使用地图、
导航等软件
功能，
以提高账户的安全性。 当于获得了最高控制权，
电脑 会习惯性点击“所在位置”功 之后，记得及时关闭手机的
如何取消免密操作？以 上的软件可以读取联系人、
短 能，
如果你旅游、
出差了，
等于 “定位服务”或“位置信息”服
支付宝为例，
你可以打开支付 信、手机文件，调用手机锁屏 告诉别有用心者“这人不在 务，
这样既可减少手机流量和
宝支付页面，
点击
“我的”
→支 密码、绑定账号都非常方便， 家”。因此，建议伙伴们发朋 电量的耗费，
又可避免隐私的
付设置→付款码免密支付进 手机中的信息容易因此泄露。 友圈的时候慎重显示位置信 泄露。
行取消。微信也可暂停使用
如何关闭 USB 调试功能 息，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安装软件时少点
“允许”
，
二维码付款，
等需要消费的时 呢？你可以点击设置→系统
微信如何避免被定位？ 尽量关闭应用的敏感权限。
候再开通，具体操作步骤为： →关于本机→连续 6 次以上 伙伴们发朋友圈的时候应慎 安卓用户安装应用后会被要
打 开 微 信 支 付 页 面 ，点 击 点击版本号，
进入开发者模式 重使用“所在位置”功能。此 求允许软件读取相关权限，
通
“我”→支付→收付款→暂停 →返回系统页面→开发者人 外，
打开微信
“附近的人”
功能 信录、
短信通话记录等敏感权
使用。
员选项→USB 调试，选择“关 也可定位你的位置，
因此微信 限尽量选择关闭。

航企或可自行决定是否提供餐食

厦航南航东航 飞机餐暂未变
■记者 江海
福州晚报讯 近日，多
家航空公司飞机餐“缩水”的
消息引发关注。随后有消息
称，民航局正在修订《中国民
用航空旅客、
行李国内运输规
则》，拟删除关于空中餐食的
相关条款，
航空公司可根据市
场需求自行决定是否在航班
上提供餐食服务。记者昨日
采访获悉，
目前厦航、
南航、
东
航等航空公司的餐食方面并
没有变化，
但确实有部分低成
本航空公司降低了飞机餐标

准。
“前年底开始，福州飞往
北京、
上海等地的飞机票价格
明显上涨，
去年上半年又涨了
一次。原来福州飞北京全价
票是 1600 元左右，现在涨到
2020 元，票价打八折都比以
前的全价票贵。机票价格涨
了，飞机餐却越来越难吃了，
有一次从福州飞上海，
只给了
一瓶水和一个包子。
”
昨日，
市
民陈先生在“飞友论坛”上的
吐槽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网
友们认为，
航空公司机票价格
越来越贵，但服务内容、品质

和廉价航空公司却越来越接
近，
让人难以接受。
昨天记者联系了多家航
空公司咨询飞机餐的问题。
国航方面表示，
受飞行航路特
点和雷雨季节的影响，
为保证
安全对客舱服务内容和服务
程序进行了调整，
其中就涉及
飞机餐的调整：
“实际飞行时
间 70 分钟（含）以下的航班，
只配备小瓶瓶装饮料；
实际飞
行时间在 70 分钟以上 120 分
钟（含）以下的航班，
经评估后
确认无法在着陆前 40 分钟完
成餐食发放与回收的，
餐食种

类将调减为一种或使用无需
回收的餐食呈现方式。
”
另悉，天津航空、春秋航
空、
西部航空、
祥鹏航空、
九元
航空、
中国联航等去年就已经
明确取消机上餐食服务。
福州市民经常选择的航
空公司情况相对好一些。厦
门航空的相关人员表示，
目前
餐食方面并没有变化。南航
和东航的客服人员则表示，
暂
未接到公司缩减餐食的通知，
航班提供正餐还是点心，
需视
具体情况而定。

间。初步统计，
当前外资持有我国
境内流通股票市值占总市值的
3.8%，
外资持有我国境内人民币债
券市值占债券总市值的 2.2%，远
低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
“在开放中适应开放，
切实防
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家
经济金融安全。”王春英表示，在
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
将加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
位一体管理框架，防范跨境资金
大进大出的风险，有效维护外汇
市场稳定。

8 月全国 CPI 同比涨 2.8%
畜肉类价格同比涨30.9%
■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8%，
涨幅与上月相同。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7.3%，影响 CPI
上涨约 2.14 个百分点，其中畜肉类价格同比
上涨 30.9%，影响 CPI 上涨约 1.31 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上涨 46.7%，影响 CPI 上涨约 1.08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 24%，禽肉类价格
上涨 9.6%，鸡蛋价格上涨 3.8%。此外，鲜菜
价格下降 0.8%，
为同比连续上涨 18 个月后首
次转降。

购车上牌将可一站办结
20日起在全国大中城市推行
■新华社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9 月 20 日起，
机动车
销售企业可提供购买车辆、
购置保险、
选号登
记等全流程服务，
群众购车后无需前往车管
所办理登记。
据了解，
此次改革在推进购车上牌一站
办结的同时，
还将查验、
审核工作前置化，
实
现销售前车辆预查验、
资料预审核、
信息预录
入。群众购车后直接选号办牌，
当场领取行
驶证、
登记证书、
临时号牌，
正式号牌邮寄到
家。
据介绍，
该措施将自今年 9 月 20 日起在
直辖市、
省会市、
自治区首府市、
计划单列市
等大中城市率先推行，
年底前在全国全面推
行。
另悉，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
临
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等便捷快办服务以及
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
“两个教
育”
网上学习、
交通事故多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
等网上交管服务也将于9月20日起推行。

遗失声明

▲龙建均、林玉夫妻遗失其子林子烨出生
医学证明，出生日期：2015 年 8 月 23 日，出
生证编号：
Q350410519，
现声明作废。

停气通知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13:00 至 17:30 进行，届时福马新村、福马名
城、新东华苑、世纪东方、和源居、岳峰南路
晋安交警支队食堂、福马路东华苑幼儿园、
福马路醉得意餐饮店等将停止供气。请用
户关闭阀门，
注意用气安全。
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
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 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