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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會議劍指監管套利

惠譽維持中國A+評級 展望穩定
稱宏觀經濟表現強勁 專家料「半年報」數據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

譽昨日宣佈，維持中國主權評級為「A+」不變，展望穩定，

並稱中國外部財政和宏觀經濟表現強勁。按照安排，國家統計

局將於7月17日（下周一）公佈中國上半年經濟數據。今年

中國經濟改善力度超出預期，提前公佈的進出口等數據預示，

下周一揭曉的「半年

報」可能表現不俗，

專家預計消費和淨出

口將支撐中國經濟增

長，二季度GDP增速

微降至6.8%，高於政

府年初制定的6.5%預

期目標。

中國倡共利理念 日益受世界青睞

��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王 文
近年來，中國理念日益受到國際社會

青睞。
最新的例子發生在日前舉行的G20

漢堡峰會上，東道國德國在峰會主題
與各項議題設置上，充分延承了去年
杭州峰會上中國提出的「聯動」「創
新」等理念。而此前，聯合國的多份
文件中明確寫入中國提出的「人類命
運共同體」理念與「一帶一路」倡
議。不僅如此，從政治到經濟、從社
會到民生，中國的發展理念在世界上
也收穫了越來越多的認可，並達到前
所未有的程度。這是過去一些年來國
際社會反思西方發展模式的結果，也
是世界各方重新發現中國的產物。

全球經濟失速 中國風景獨好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

球思想界學術界多維度分析批判新自
由主義對全球發展的嚴重危害，逐漸
得出一些結論，如「政治選舉化、經
濟私有化、治理市場化」模式的治理
效能日漸失靈，甚至成為導致全球經
濟失速、社會失序、政治失敗、文明
失落的原因所在。反觀中國，「風景
這邊獨好」。
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為時間點，

近10年來，中國日漸走向世界舞台中
央，逐步成為有擔當的世界大國。從
G20到金磚機制，從「一帶一路」到

自貿區建設，中國積極地為世界提供
優質公共產品。

理念符合實際 直面時代難題
中國理念緣何越來越受到青睞？這

有着多種原因。
首先，中國理念以人類共同利益為

出發點。中國強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明顯要比西方傳統的「胡蘿
蔔＋大棒」理念更得世界民心。其
次，中國的理念更符合發展實際。中
國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以工業園為
平台的發展優先理念，遠比歐美國家
對外推行以意識形態先行、以政治變
革為前提的民主優先理念，更符合各

國實際。再次，中國理念既與現有國
際秩序對接，又直面時代難題。「一
帶一路」所倡導的「五通」，就是典
型體現。
中國理念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出發

點，以平等互利為基本原則，讓世界
看到了經濟復甦、文明復興的真正希
望。與一些國家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
定、主張貿易保護主義、處處喊叫
「本國優先」相比，中國理念的「政
治站位」要
高 得 多 ，
胸 懷 和 眼
界 要 寬 得
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尼泊爾電信（NT）發言
人阿迪卡里7月初表示，尼泊爾有望於8月份實現與中國的
光纖互通，從而實現借道中國接入互聯網的目標。此事引來
不少印度媒體的關注。此前，尼泊爾互聯網主要通過錫陀塔
那迦、比爾根傑、比拉德訥格爾等南部城鎮與印度相連，從
而獲得入網服務。

價格更便宜速度更快
中尼光纖互通工程若能順利完成，尼泊爾對互聯網將有更

多自主選擇權。同時，尼泊爾也有望獲得比以前更便宜、速
率更快的互聯網服務。
在尼泊爾，華為、中興、小米等品牌的智能手機越來越多
見，若能有更具性價比的互聯網服務相配合，該國在互聯網
創新與互聯網經濟發展方面或能取得明顯進步。
近日，印度媒體紛紛對此事發表評論。《印度快報》稱，

這一工程將終結印度在尼泊爾互聯網領域的「壟斷地位」，
印度《國際財經時報》則用「寬帶外交」形容此事，認為此
舉將促進尼泊爾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發展，使其更具「獨立
性」，並反問印度是否對此有充分的認識和準備。

尼國與華光纖有望8月互連
打破印度「網絡壟斷」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
任國強昨日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軍
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有關飛行活動合法正
當。「有關方面不必大驚小怪、過度解
讀，習慣就好。」
據中新社報道，當日有記者問：據媒體
報道，日本防衛省統和幕僚監部13日發佈
消息稱，中國空軍6架轟炸機當日飛越宮

古海峽，日方還公佈了中國軍機的照片。
請問對此作何評論？
任國強指出，這是一次例行性訓練。

中國軍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有關飛行活
動合法正當，中國軍隊今後將根據形勢
任務的需要，繼續組織類似遠海訓練。
有關方面不必大驚小怪、過度解讀，習
慣就好。

中國軍機飛越宮古海峽
國防部籲日：習慣就好

香港文匯報訊 五年一度的全國金
融工作會議備受關注。《中國證券
報》昨日頭版刊出「『強監管』
『穩改革』雙管齊下 金融監管改革
劍指監管套利」報道，引述多位專
家表示，當前金融業發展的複雜程
度和潛在風險不斷加大，保障金融
安全、避免系統性風險是第一要
務，「一行三會」應通過提高金融
監管的穿透力和加強監管協調來化
解風險。

推進金融去槓桿防風險
專家認為，從機構合併的角度看，

無論是「大央行」方案還是「雙峰監
管」方案，現階段都存在很大操作難
度。因此，在分業監管框架下，可考
慮先行設立橫跨「一行三會」的數字
金融監管機構。針對問題較突出的資
產管理業務等，盡快出台統一管理意
見，防止資管業務的監管套利和無序
擴張。同時，穩步推進金融去槓桿，
維護金融系統性安全。

抑制過度創新下的泡沫
專家認為，近年來，中國金融創新

發展成績斐然，但不合理創新和無邊
界發展，也滋生了資產泡沫和監管套
利。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大
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表示，
過去三年來，金融風險不停地在不同
部門之間遊走，如股票、債券、房地
產、影子銀行、外匯和數字金融等。
在黃益平看來，一些監管「盲區」

的風險尤其需要關注。「影子銀行、
地方政府融資、數字金融，這樣一些
沒有看透的地方，其潛在威脅是最大
的。」

統一資管業務監管標準
資管行業近年來快速壯大，其引發

的監管套利、資金脫實向虛問題日益
嚴峻。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
指出，業務創新促使跨行業、跨市場
的資管產品不斷湧現，在分業監管體
制下，可能出現監管真空和盲區。未

來針對資管行業的監管核心應是
「限槓桿、限通道、限非標、限池
子、限剛兌」等。對監管部門而
言，統一資管業務監管標準有利於
掌握資管機構的真實風險組合和資
產配置情況；提升監管政策的執行
力和監管效率，防止監管套利；加
強宏觀審慎管理，引導資金脫虛向
實，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對資管
機構而言，促其回歸「受人之託、
代人理財」的本源業務。

提升利率壓縮套利空間
在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

室主任曾剛看來，未來仍需針對風險
比較突出的領域如資管行業等，出台
風險防範措施：一方面是提升利率水
平，壓縮套利空間；另一方面要約束
套利行為，提高套利成本。「更為重
要的是，資管統一監管仍需明確其法
律地位，建立統一的信息平台，使不
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往來和嵌套可
以更容易被監管部門所辨識。」

作為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惠譽在2013年4月
將中國主權評級調降至A+後，至今維持在這一

評級，並展望穩定。另外兩大評級機構中，穆迪早前
將中國評級調降為A1展望穩定，與惠譽平級；而標
普對中國評級為AA-展望負面，較穆迪和惠譽評級高
一級別。

警告個別銀行債務存風險
對於此次維持中國主權評級，惠譽表示，中國經濟

短期增長前景仍然有利，過去一年中國經濟政策一直
有效地回應各種國內外因素所造成的壓力。但貨幣環
境的收緊或導致GDP增速放緩，按照惠譽的基線情
境預期，中國2018年GDP增幅將從2017年的6.5%
降至5.9%。
惠譽還認為，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儘
管中國家庭債務近年來快速增長，但仍處於適度水
平，而中國企業負債水平則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
的。因此，惠譽警告稱，中國非金融行業債務水平龐
大且仍在攀升，此外，金融系統中獲得惠譽評級的銀
行的個別信用質量偏低，仍然構成主權評級的最主要
風險。

進出口帶動溫和復甦態勢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改善的力度超出外界預期，一

季度中國GDP增長6.9%，創2015年三季度以來新
高，外界對下周一即將揭曉的上半年經濟數據也普遍
持樂觀預期。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近期數據表
明內外需均有所改善，中國出口連續第四個月增
長，得益於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和外部需求改善，進
口也受到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提
振，6月份進出口數據強於預期，再加上財政收支雙
雙大漲、上半年新增貸款近8萬億元等，都預示着
二季度整體經濟數據表現不俗，二季度中國經濟增
長可能略超市場預期，而且這種溫和復甦的態勢將
在三季度延續。
此外，顯示基建活動活躍程度的挖掘機指數，上半
年挖掘機銷售量超過去年全年，也顯示經濟向好。
路透社綜合60家機構預測中值結果顯示，中國二
季度GDP增速預計微降至6.8%，消費和淨出口的良
好表現支撐經濟增長，投資放緩則形成一定拖累。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財政部昨日對外公
佈的全國財政收支情況。
據新華社報道，數據顯示，今年上半

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支出增幅
分別達到9.8%和15.8%，均高於去年全
年4.5%和6.4%的增幅。
作為反映經濟運行情況的「晴雨

表」，財政收支的增幅變化反映出中國

經濟穩中向好態勢明顯，經濟運行保持
在合理區間。

互聯網服務稅收激增近六成
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財政收入中也有

所體現。數據顯示，上半年，通用設備
製造業、專用設備製造業、汽車製造業
稅收分別增長28%、20.5%、16.9%，互

聯網服務、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增
長 58.9%和 38.7%，體現中高端製造
業、新興服務業良好發展勢頭。
展望下半年財政收支運行，財政部國

庫司巡視員婁洪表示，當前經濟運行中
積極因素不斷增加，為後期經濟進一步
穩中向好打下基礎，並將對財政收入的
增長提供有力支撐。

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制約收入增
長的因素，下半年收入增幅可能有所
放緩。一方面，減稅降費政策力度進
一步加大，或將在後期形成財政減
收；另一方面，後期工業品出廠價格
指數（PPI）同比漲幅可能進一步回
落，價格指數拉動財政增收的作用減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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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穩中向好 上半年財收「快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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