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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會」發聲 控險創新並重
保持監管定力 守住風險底線

中國「一行三會」官員指出，去槓桿引導資
金脫虛入實的同時，必須更加有效地防控

風險，對潛在的金融風險必須要高度警惕並加以
有效防範，亦不能因為部分金融亂象和風險，就
動搖和停止必要的金融改革與創新。

角色越重要 越要市場化
「金融如果不穩定，往往會出大亂子。」人民
銀行行長周小川稱，市場和機構的不健康導致市
場不穩定，容易產生危機。他認為，越是重要角
色越是要靠市場化，要防範金融危機首先要保證
金融機構的健康性，對那些高槓桿、低資本、不
良貸款等現象均不可以寬容，而越是不開放不競
爭往往會縱容這些低標準。
目前中國金融業總體安全穩定，具體到銀行業
來看，不良貸款比例仍然處於較低的水平，一季
度末商業銀行不良率為1.74%，同時抵禦風險的
能力也較強，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整體仍然在
170%以上，資本充足率在13%以上，在世界上
均處於較高水平。
不過，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金融業具有

較強的親周期性或者順周期性，經濟結構調整過
程中前期所積累的一些金融風險會不斷暴露，也
會出現一些新風險，甚至會出現各種金融風險的
疊加，給金融安全穩定帶來潛在威脅，必須高度
警惕和有效地加以防範。

實施有效監管 慎防真空重疊
王兆星同時提到，通過深化改革真正構建具有
逆周期、動態調節功能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體
系，以有效防止各種泡沫的形成，防止金融危機
的發生以及給經濟造成的重創；同時，構建起一
個包括金融監管政策和標準的統一協調體系，也
要建立起金融風險的有效化解和處置體系。「各
監管部門應具有充分的監管資源和手段，來有效
實施監管，最大限度地防止監管的真空和重
疊。」他說道。
王兆星又談到，相對於經濟健康發展的客觀需
要而言，中國金融改革不是過快了，而是相對滯
後；金融創新不是過多過度，而是相對不足。
「不能因為出現了一些金融亂象、一些金融風
險，就動搖和停止所必須進行的金融改革和金融
創新。加強金融監管、治理金融亂象、防範金融
風險，與深化金融改革、推進金融創新並不是矛
盾對立，而是辯證統一的。」王兆星稱。
證監會副主席姜洋亦指出，當前國內資本市場
穩定運行的內在基礎還不牢靠，證監會將繼續保
持監管定力，對行業和市場證明行之有效的監管
措施和做法不動搖，對市場反映的問題要及時應
對，「堅決防止大起大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
險的底線。」
為防止資金「脫實向虛」、「以錢炒錢」以及
銀行業同業等業務不合理的加槓桿行為，過去一
段時間，央行及銀監會等不斷加強對金融機構加
槓桿行為的監管，引導金融去槓桿。與會官員普
遍認為，有必要繼續推進金融改革，加強監管並
及時彌補監管真空。
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則表示，當前保險業存在
的不少問題恰恰是因為改革沒有到位造成，下
一步將繼續改革保險監管，有效防控風險，包
括價格監管改革、資本監管改革、風險處置改
革等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

及路透社報道，圍繞如何把防控金融風

險放到更重要位置，又確保不因處置風

險而引發新風險點且不影響金融創新等

熱點話題，中國「一行三會」官員昨日

在上海召開的2017陸家嘴論壇上一同

發聲，表態繼續保持監管定力，把握好

去槓桿和穩增長的平衡，牢牢守住風險

底線，又提到不能因為出現了一些金融

亂象及風險而影響到金融改革的進程。

「一行三會」論壇金句
人行行長周小川：各國經驗，包括中國
自身經驗都表明，（對金融服務業
的）保護導致懶惰，財務軟約束等問
題反而使競爭力更弱，損害行業發
展。……主張對金融業進行保護，等
成長壯大後再開放、再參與國際競爭
的想法是不正確的。

保監會副主席黃洪：純商業保險業務市
場化程度高，特別是人身保險涉及生老
病死，周期性長，風險具有滯後性，不
能急功近利，只有像「冷水泡茶慢慢
濃」那樣，才能做到持續經營，打造百
年老店。

證監會副主席姜洋：要看到，當前我國
資本市場穩定運行的內在基礎還不牢
靠。股市、債市、期市等風險的關聯度
明顯上升，我們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

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今天中國的金融
改革和發展，必須要有全球視野和經濟
視野，要實現金融穩、金融活，必須進
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資料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昨日在上海陸家嘴論壇
談及金融服務業的對外

開放時表示，「各國經驗，包括中國自身
經驗都表明，（對金融服務業的）保護導
致懶惰，財務軟約束等問題反而使競爭力
更弱，損害行業發展」。他強調，金融服
務業是競爭性服務業，受益於對外開放，
還要進一步擴大開放。
周小川認為，主張對金融業進行保護，

等成長壯大後再開放、再參與國際競爭的
想法是不正確的。保證金融機構的健康性
才是防範金融危機首要前提，因此對那些
高槓桿、低資本、不良貸款等現象均不得

寬容，越是不開放不競爭往往會縱容這些
低標準。

引入競爭有利學習
回顧中國引入外資銀行的過程，周小川

說：「最開始是希望引入資本，但回過頭
來看，中國國內的商業銀行反而在這樣的
競爭中學習到了很多內容」。比如，外資
銀行的進入，為中國金融業帶來了產品的
演變、市場建設、業務模式、管理經驗等
一系列的變化，後來又通過競爭性股改上
市，讓國內銀行的經營效率、資產質量、
公司治理等有了較大提高，同時，還進一
步促進了中國會計準則、監管標準以及營

改增等政策的改革。
因此，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步伐

必須加快。周小川表示，中國現在已有五
家金融機構躋身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
構，成為資本金充足、經營穩健的市場化
經營主體。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健康化
已受到國際債市、新興市場股票指數機構
的關注。

「帶路」提供發展空間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也為中國金

融業開放提供了新的機遇。周小川認為，
「一帶一路」是開放之路，涉及大量的新興
金融合作，會帶來進一步開放的需求，也為

中國金融開放和國際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周小川說：「開發性金融在『一帶一

路』建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國首先
探索了開發性金融，是服務於國家戰略、
市場運作、自主經營、注重長期投資、依
託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補貼、保本微利、
財務上可持續性的金融模式。」
他進一步指出，這一模式不會形成對財

政資源的擠佔，避免滋生道德風險和導致市
場扭曲等問題，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有
更好的發揮。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為金
融機構開展海外佈局，為貿易、投資、資本
運作等提供了更好的金融服務發展空間。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在昨日舉行的2017陸
家嘴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周小川表示，上海有雄心到2020
年基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並表
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
二期將落戶上海。
據悉，CIPS建設分為兩期，其

中一期已在2015年10月8日成功
上線運行，主要採用實施全額結
算方式，為跨境貿易、跨境投融
資和其他跨境人民幣業務提供清
算、結算服務，它亦為境內直接
參與者提供專線接入方式。而二
期將採用更為節約流動性的混合
結算方式，進一步提高人民幣跨
境和離岸資金的清算、結算效
率，預計將於今年年底建成。
在提及CIPS時，周小川表示

是為了進一步推進上海國際金融
中心的建設，更好地為人民幣國
際化和「一帶一路」建設服務。
業內表示，隨着中國推進「一帶
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使用比
例進一步上升，人民幣跨境支付
結算需求迅速增長，CIPS二期會
考慮納入境外直接參與者，是人
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一步。
昨日，上海市市長應勇還在論

壇上談及上海建設目標，他稱到
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與中國

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
融中心，邁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今後幾年
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衝刺階段。
應勇還稱，要加快建設更具輻射力和影響

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可充分利用上海自貿試
驗區這塊「試驗田」。周小川亦認為，在各
方努力下，中國的對外開放一定能再上新台
階，上海自貿區的實驗與推廣、上海國際金
融中心建設也將取得新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CIPS進
一步方便了境外金融機構進行人民幣清算，
香港作為現今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結算中
心，內地近年不斷增加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
會對香港有何影響？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人
民幣業務處主管楊杰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認為，現時有20多個人民幣離岸中心，上
海亦有境內代理銀行，但香港仍然佔全球人
民幣清算金額70%，認為香港人民幣離岸中
心的地位穩固。香港金融基建系統良好，
滬、深港通，以及債券通都在香港進行，而
其他市場亦不是太多客戶使用人民幣。
對於上海在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說

法，楊杰文認為，內地尚未開放資本管制，
香港是離岸市場而上海是在岸市場，兩者角
色不同，並非直接競爭關係。又指即使內地
資本市場全面開放，香港仍能維持競爭優
勢，因為內地法律和規則與離岸市場不同。

金融保護損競爭力 周小川倡擴大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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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定位有異
港離岸中心地位穩

■王兆星認為中國金融改革不是過
快，而是相對滯後。 彭博

■姜洋指證監會將繼續保持監管定
力。 彭博

■黃洪表示保監會將繼續價格監管改
革，以有效防控風險。 彭博

■■周小川認為要防範金融周小川認為要防範金融
危機首先要保證金融機構危機首先要保證金融機構
的健康性的健康性。。 彭博彭博

上海一直在為
建設國際金融中
心而努力，這過

程中又與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相互促
進。正所謂金融制高點離不開貨幣的
發展，因此只有在完成人民幣國際化
之後，上海才能真正登上國際金融中
心的位置。
長期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和

「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這兩
組詞一直都如同「並蒂蓮」般成雙
成對的出現在各種官方發佈的戰略
綱要中。
從「十三五」時期對上海的建設目

標來看，是實現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

設戰略目標的決定性階段，到2020
年要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以及人
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
心，此階段亦要求爭取到2020年基
本確立以人民幣產品為主導的全球性
金融市場地位。
回顧之前，凡是提及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的，也都必會將人民幣國際化進
程納入到一起提出要求。
經濟學家邵宇曾撰文稱，人民幣

不國際化，上海就永遠只能是國內
金融中心甚至區域金融中心。因為
只要人民幣國際化，上海成為全球
人民幣產品開發、創新、交易、定
價和清算中心，上海自然也就成為

國際金融中心。
透過本次2017陸家嘴論壇，不難

看出國家要求這座城市提升國際金融
地位的決心異常堅定。而且為了幫助
上海完成這具有挑戰的目標，周小川
還提及將要把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二
期落戶在上海。
不過，上海在受惠人民幣國際化的

同時，反過來也會助力人民幣走向國
際，從自貿區、「滬港通」、金磚銀
行等各個落地開花的創新機制和項目
來看，上海的金融開放和先行先試，
也在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最佳的前
沿陣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決定上海江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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