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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資本回流趨勢初步顯現

綠地首季營收增20%

官媒：治理保險亂象要有問責清單

香港文匯報訊 郭樹清上任中國銀監會主席後，外界普遍預期他將會推

出更多加強監管的措施。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銀監考慮要求會內符

合相應條件的官員，主動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加入直接被監管機構任職；目

前正在擬定相關規定的徵求意見稿，最終細節仍有待確認。有業界人士指

出，履職迴避制度安排在中國內地尚處於探索階段，中銀監若實施該政

策，將會具有開創性意義。

彭博報道稱，近年來，中銀監已有多位
官員到商業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或網

際網路金融機構任職。從中銀監離職的官員
來看，級別從副主席到處長不等，還有基層
監管官員。
許多加入民營金融機構的中銀監官員是
自主選擇決定，只有部分調動是政府安排
的，比如中銀監原副主席周慕冰到農行任董
事長，以及原政策法規部主任黃毅到建行任
副行長等。
渤海銀行官網顯示，該行董事長李伏安

此前曾任中銀監政策法規部副主任、業務創
新監管協作部主任、河南監管局黨委書記、
局長，中銀監信託監督管理部、非銀行金融
機構監管部主任。李伏安於2015年6月加
入渤海銀行。
玖富集團的官網亦顯示，該集團總裁楊
曉軍此前曾任中銀監創新部副主任。在
2016年3月加入玖富之前，楊曉軍曾任中國
平安保險集團旗下的陸金所副董事長。

冀遏制金融機構槓桿套利
報道稱，郭樹清自今年2月上任中銀監主
席之後，頻頻亮出監管之劍，旨在遏制金融
機構槓桿套利，以及全面防控銀行業風險。
事實上，關於可能出台的離職限制，中銀監
在新近召開的第一季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
就有提到，郭樹清出席了該會議並發表了講

話。
中銀監在上周五發佈的新聞稿稱，會議

要求防控金融風險，整治金融亂象，同時還
要求各級監管部門實行公私分開和履職迴
避，並研究出台制度，以防範監管道德風
險，使監管者「敢於亮劍，敢於執紀執
法」。

履職迴避制度具開創性
民生銀行研究院金融發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王一峰表示，履職迴避制度安排在中國尚
處於探索階段，銀監會若實施該政策具有開
創性意義。完善的履職迴避制度設計能夠更
好的防止尋租行為的發生，但如何找到既滿
足實際監管需要、又體現中國監管特色的制
度安排並不容易。「無論如何，這是監管部
門對於自身廉政建設的有益嘗試，我們期待
看到在這方面更完善的制度安排，以及將這
種安排在多個監管領域予以推廣。」
其實，金融監管部門官員加入私營金融

機構並任要職，在美國和歐洲等國家和地區
也時有發生，由此引起不少爭議。前歐盟委
員會主席巴羅佐卸任不到兩年後，去年便加
盟了高盛集團，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曾表
示，巴羅佐不應當為高盛工作，因為這家總
部在紐約的投資銀行幫助引發了金融危機。
後來一項調查發現巴羅佐加入高盛並沒有違
反任何準則。

中銀監離職官員擬設「過冷河」
三年內不得加入直接被監管機構任職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保監會近日下發通
知要求嚴防嚴管嚴控保險市場違法違規行
為，嚴防內外勾結干擾監管工作正常進
行。新華社發表評論稱，治理保險亂象，
既要有「風險清單」，更要有「問責清
單」；監管者則應切實負起監管責任，嚴
防監守自盜，並對一切違法行為敢於亮
劍，嚴防內外勾結干擾監管工作正常進
行。
文章引述資深保險業人士表示，保監
會的新規為監管隊伍建設和不守規矩的
保險機構敲響了警鐘，對保險機構來
說，要本本分分種好「責任田」，而監

管者則應切實負起監管責任，嚴防監守
自盜。
「監管人員則應堅持原則、恪守規

矩，嚴格按法規辦事，對一切違法行為
敢於亮劍。」文章指出，監管部門應牢
記守土有責，對違反監管規定的機構和
個人，要嚴格問責，絕不能失之於軟、
失之於寬。
中國保監會周日發佈進一步加強保險業

風險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確當前保險業風
險較突出的流動性風險、資金運用風險等
九個重點領域，並對保險公司提出了39條
風險防控措施要求。

把心思放在做大做強保障主業上
當前保險業存在的突出風險和問題，暴

露出保險業改革探索經驗不足，保險監管
制度實踐中還存在一些短板。文章認為，
保險監管「嚴」字打頭，監管屢出重拳旨
在引導保險業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發
展。保險機構發展沒有捷徑可走，要把心
思放在做大做強保障主業上。
監管機構則應盡快補齊監管短板，堵塞

監管漏洞，用制度的卡尺對違規行為進行
約束，以規則的紅線為灰色地帶豎起圍
牆，優化行業發展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人民銀行
昨公佈，截至今年3月底，境外機構和個人
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3.23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去年底減少1,970.65億元。
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昨在中國金融時報撰
文指，人民幣匯率的單向貶值已經出現轉
機並逐漸趨於穩定，證明中國匯率調控的
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是正確的和成功的，
在打破甚至扭轉人民幣的單邊貶值預期
後，資本回流的趨勢已初步顯現。隨着中
國經濟不斷向好的方向發展，利率也進入
上行通道。
數據顯示，境外機構持有的股票市值為
7,768.23億元；境外機構債券託管餘額為
8,301.62億元；境外機構對境內機構的貸款
餘額為6,995.5億元；非居民在境內銀行的
人民幣存款餘額為9,242.47億元。

須首先考慮金融市場穩定
盛松成指出，當長期的資本賬戶開放與
短期的資本外流相矛盾的時候，自然首先

需要考慮當前內地金融市場的穩定，但是
中國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
目標並沒有改變。而開放債券市場和銀行
間外匯市場，擴大銀行持有的結售匯頭寸
下限，允許中資非金融企業借用的外債資
金按現行外商投資企業外債管理規定結匯
使用等多項措施，都有利於擴大資金流
入，增加外匯供給。

盛松成：樓市還有較大發展空間
另外，在房地產方面，盛松成指，今年

首季，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價格的同比增速
達到17.8%，分別較綜合、商服和工業用地
價格的同比增速高5.8個、10.7個和9.8個百
分點；從環比增速看，各用途土地中，住
宅用地價格上漲也最為迅速。
他認為，房地產調控問題很複雜，在控房

價的同時也要處理好房地產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在穩定房價的同時，需要採取有效的政
策措施使實體經濟恢復增長，則樓市就會有
未來收入的支撐，泡沫也會逐漸緩解。

他指出，中國房地產市場還有較大的發
展空間。中國房地產投資表現仍然較好，
今年首季度，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達到
9.1%，為近3年來的高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在2017中國綠公司年會閉幕論壇上，阿里
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針對實體經濟和
虛擬經濟的爭論稱，互聯網不要擔當實體
經濟不好的替罪羊。馬雲指出，實體經濟
從來都不好做，但是只有中國完全把實體
經濟、虛擬經濟完全對立起來。他表示，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應該對立起來。

實體和虛擬結合才完美
他說，「實體報國」這種說法很彆扭，
實體和虛擬不應該對立，他認為實體和虛
擬結合起來才完美。談到實體經濟，他認
為該淘汰的就要淘汰掉，不是所有的實體

經濟都是好的。「那些落後的生產力必須
淘汰，互聯網經濟的目的是把虛擬經濟和
信用體系建立起來，支撐實體經濟。」
馬雲又表示，手機已經成為了人身體的

一部分，手機是陪伴你時間最長的，甚至
可能超過了父母和妻子。「很多人晚上醒
過來摸的不是老婆，是手機。」
談到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馬雲說他

對支付寶只有一個要求，能夠讓任何一個
老太太的權力和工商銀行董事長的權力一
樣就行了。「我鄰居家的老太太家裡沒電
了，只能去排隊交款，而董事長、行長們
只要秘書去就行了。而支付寶就是每個人
按幾下鍵就可以了」。

依法納稅是最好「行賄」
馬雲又指，十八大以來，政府做了兩個
理想主義的事情，一是反腐，二是扶貧。
這為打造新型政商關係奠定了基礎，而對
企業來說，堅持新型政商關係就是要堅持
不行賄。依法納稅也是給政府最好的「行
賄」。新型的政商關係、政企關係應該是
最大限度發揮出企業家精神，最大限度地
發揮企業的創新型、能動性。
「我們自己要親手創建一個公平透明的

市場環境。我們絕不能一邊呼籲市場環
境，呼籲市場公平，而另一邊又去破壞這
樣的環境。」

金融監管續升級 滬指收挫1.37%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一行三會」相繼發聲，內地金融監
管持續升級，莊股清倉式出逃。A股昨日
應聲倒地，早市開盤15分鐘後，滬綜指
即插水近2%，幸得銀行等權重板塊護
盤，才未能進一步下探，但亦回天無力，
兩市全日維持低位窄幅震盪。最終滬指收
市下挫1.37%，創年內最大單日跌幅，
「一帶一路」概念股掀起跌停潮。
數日內「一行三會」集體亮劍，業內

普遍認為，金融監管風暴已經來襲。新
華社發文稱指，一系列政策指向非常鮮
明，即嚴防加槓桿炒作和交叉性風險，
減少資金在金融領域空轉套利，引導其
進入實體經濟。相關調整伴隨着陣痛，
但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持續調整不影響
大局穩定。
早市滬深主板均小幅低開0.28%，滬指
開於3,164點，但開盤之初走勢兇險，
3,100點整數關口岌岌可危，之後止跌反
彈，惟幅度有限。

保險及銀行股逆市向好
滬指全日低見 3,111 點，最終收報
3,129點，跌 43點或 1.37%；深成指報
10,091 點，跌 222點，或 2.16%；創業
板指報1,809點，跌29點或1.58%。兩
市交投清淡，共成交4,119億元（人民
幣，下同），但較上一交易日放量近

300億。
盤面上，除保險、銀行逆勢飄紅外，

所有行業板塊盡墨。新華保險領漲保險板
塊，升逾2%，中國人壽、中國太保升
1%；銀行板塊中，無錫銀行漲停，農業
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升幅不足
1%，建設銀行下挫0.3%。雄安新區板塊
數日下挫後，部分個股迎來反彈，冀東裝
備封漲停，先河環保漲6%，首鋼股份漲
4%。

「帶路」概念股掀跌停潮
「一帶一路」概念股大幅殺跌，連雲

港、廣州港、天山股份等20隻個股跌
停，中交建重挫8%，中鐵建下挫5%。
市場人士分析，「一帶一路」概念經過了
近半年時間的炒作，積累了相當大的獲利
盤，在雄安概念調整時也表現強勢，有風
險釋放要求。
華訊投資分析稱，目前A股市場再現

連續下跌，從側面說明在金融監管趨嚴
的背景下，各種莊股為保全自己清倉式
出逃，導致個股跌幅慘重。從技術上
看，短期還有一定下跌空間。
巨豐投顧則認為，金融監管下，由次

新股、高送轉、雄安新區等板塊概念股
下跌，至「一帶一路」標的重創，市場
強勢股補跌還在進行中，風險還未完全
釋放，但快速殺跌或告一段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綠地控股昨日發佈2016年年報及
2017年一季報，今年一季度公司實現營
業收入58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20%，其中房地產主業實現營業收入
316億元，同比增長30%。據悉，年內綠
地計劃在一二線重點城市遠郊及周邊，儲
備10個至15個特色小鎮大盤項目，一季

度已簽約寧波杭州灣、南昌贛江新區、成
都都江堰等9個特色小鎮項目。
同日公佈的綠地2016年年報顯示，集

團全年實現營業收入2,472億元，同比增
長19%；利潤總額144億元，同比增長
37%；淨利潤94億元，同比增長27%；
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72億
元，同比增長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孔雯瓊
）據房地產中介中原公佈的統計數據，上
周深圳市新房成交 498 套，環比大增
19.4%，成交面積共計4.58萬平米，環比上
升17.1%。
不過，成交均價環比下跌 6.9% ，為

49,911元（人民幣，下同）/平米。二手房
方面，上周二手住宅成交量小幅上漲，全
市成交1,754套，環比上升3.85%；成交面
積14.8萬平米，環比上升6.92%，成交均價
環比下跌1.54%，為52,432元/平米。

從月度情況來看，截止4月23日，4月全
市一手住宅累計成交1,425套，成交均價
54,963元/平米；二手住宅累計成交4,491
套，成交均價52,432元/平米。

上海金三銀四期待落空
至於上海方面，金三銀四收尾在即，上
海新房成交量依舊不溫不火，有統計顯
示，上周滬新房房價和成交量都僅是微弱
上漲，業內認定金三銀四期待落空。
另據上海住建委人士稱，調控「組合

拳」之下，上海樓市熱情亦得到抑制，
預計今年房價和樓市，都會在平穩中度
過。
中原地產統計顯示，上周上海新房成交
面積14.8萬平方米，環比微漲2.1%。上海
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稱，4月預計整
體交易量或在70萬平方米，因此金三銀四
的期待全部落空。且近期周末也無明顯交
易增量，對於開發商亦是種打擊。
上周成交均價反彈，環比上漲9.2%至4.7
萬元/平方米。從排名前十的項目來看，有
三個項目的成交均價超過5萬/平方米，剛
需房交易量萎縮較為顯著。

馬雲：互聯網不應成實體經濟替罪羊

香港文匯報訊（通訊員羅洪嘯北京報
道）中國電信集團佈局「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項目建設提速，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
司總經理鄧小鋒昨日表示，中國電信的信
息大通道已經覆蓋或者計劃覆蓋倡議中提
出的11個戰略通道和3個區域通道中的
12條通道。
其中中老泰通道、中巴信息走廊、絲

路光纜和中緬孟印通道將作為四大先導重
點項目推進，四大工程計劃在2018年至
2019年全部開通。未來5年，中國電信計

劃投資至少10億美元（約68.6億元人民
幣）用於信息絲路的建設。
鄧小鋒稱，四大先導重點項目中，與

老撾、泰國運營商合作建設的從香港、內
地、老撾和泰國用海纜聯結的中老泰通道
已經開通；以巴基斯坦為核心聯結阿富汗
的中巴信息走廊經過十年的建設，即將於
今年開通；絲路光纜是橫跨中亞、南亞、
西亞區域的多邊陸纜合作建設項目；中緬
孟印通道則是以緬甸為核心建設聯結孟加
拉、印度的通道。

深圳新房成交量增價跌

■據外電消息指出據外電消息指出，，中銀中銀
監考慮要求會內符合相應條監考慮要求會內符合相應條
件的官員件的官員，，主動離職後三年主動離職後三年
內不得加入直接被監管機構內不得加入直接被監管機構
任職任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認為，內地經濟不斷
向好，利率也進入上行通道。 資料圖片

中電信將投逾68億建信息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