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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深化金融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14日至15日舉行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金

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及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強黨對金

融工作的領導，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

項任務，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金融市場體

系，推進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健全金融法

治，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習近平強

調，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

性風險防範職責。

習近平：設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黨刊闡述習近平思想：當代中國最鮮活馬克思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

中央組織部主管的黨刊《黨建研究》在
2017年第7期上發表題為《在黨的創新
理論偉大旗幟下闊步前進》的編輯部文
章。文章指出，十八大以來的創新理
論，也可稱之為習近平思想，是當代中
國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
文章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
總書記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在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新的征程中，以非凡的理
論勇氣、高超的政治智慧、堅韌不拔

的歷史擔當精神，統攬偉大鬥爭、偉
大工程、偉大事業，圍繞改革發展穩
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發
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一系列相互
聯繫、相互貫通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戰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
的科學理論。
文章指出，十八大以來的創新理論，
也可稱之為習近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體系最新發展，是當代中國最鮮活

的馬克思主義，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息和
豐富的思想內涵。
文章列出了創新理論的要點，包括主題

主線──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主要任
務──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
總體方略──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
佈局；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
開放、共享；安全保障──加快推進國防
和軍隊現代化；外部環境──堅定不移走
和平發展道路；依靠力量──以人民為主

體；以及領導力量──黨領導一切。
文章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

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逐
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是馬克思主
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改
革開放30多年來，黨先後創立鄧小平
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
發展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

論體系。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
二次歷史性飛躍；2012年，新一屆中
央領導集體開啟了一場新的趕考。習
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雄
才大略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戰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
文章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

帶領人民在中國道路上越走越穩、越走
越自信，從根本上說就是靠黨的創新理
論的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道）胡
潤研究院與匯加移民昨日聯合發佈《2017匯
加移民．胡潤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Immi-
gration and the Chinese HNWI 2017）。受
訪的中國高淨值人群中，有46.5%正在考慮
移民，9%已移民或在申請中。這是近年來，
中國富豪海外移民意願首次出現下降。胡潤

表示：「十年來，中國高淨值人群考慮移民
的人數一直保持在60%左右，今年下來一
點。」
申請等待時間長連續四年被認為是海外移

民的最主要障礙，今年佔比27%，比去年減
少一個百分點；其次是語言障礙和不易融入
主流社會，佔比分別達到17%和15%，各比

去年減少2個百分點和4個百分點。認為申請
困難、海外生活孤獨和全家無法同行的比例
都比去年有所增長。
教育質量和居住地環境污染已連續四年成

為海外移民的最主要原因，今年分別有76%
和64%的受訪者選擇了這兩項。另外，希望
去理想的環境生活以53%的選擇比例新上

榜。其他原因還有醫療水平（29%）等。
根據胡潤研究院與匯加移民原創的「中國
移民指數」，美國已連續三年成為最適合中
國高淨值人群投資移民的國家，該指數從教
育、投資目的地、移民政策、海外置業、納
稅、醫療、免簽和華人適應性8個方面評選
出最適合中國高淨值人群投資移民的國家。

報告：中國富豪移民意願首降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
道，習近平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強調，
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樹立正確政績觀，
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
責任。
習近平強調，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

的天職，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
措。要樹立質量優先、效率至上的理
念，更加注重供給側的存量重組、增量
優化、動能轉換。要把發展直接融資放
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
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
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

系。要改善間接融資結構，推動國有大
銀行戰略轉型，發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
融機構。要促進保險業發揮長期穩健風
險管理和保障的功能。要建設普惠金融
體系，加強對小微企業、「三農」和偏
遠地區的金融服務，推進金融精準扶
貧，鼓勵發展綠色金融。要促進金融機
構降低經營成本，清理規範中間業務環
節，避免變相抬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習近平指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把主動防範化
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力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力完善金融

安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要推動經
濟去槓桿，堅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處
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總量的關係。要
把國有企業降槓桿作為重中之重，抓好處
置「殭屍企業」工作。各級地方黨委和政
府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
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要堅決整治
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嚴格規範
金融市場交易行為，規範金融綜合經營和
產融結合，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強化金
融機構防範風險主體責任。要加強社會信
用體系建設，健全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法
治體系。

樹正確政績觀 控地方債增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人民幣國際化報告 2017》昨日在京發
佈。報告指出，2016年人民幣國際化從高
歌猛進階段邁入調整鞏固期，政策與市場
領域有進有退。截至2016年四季度，人民
幣國際化指數（RII）為 2.26，同比下降
29.8%，但不改長期上升趨勢。報告認為，
貿易項下人民幣國際化的驅動力略有減
弱，匯率貶值與資本外流雙重施壓對人民
幣國際化短期造成衝擊，因此建議挖掘資
本金融項下人民幣使用潛力，增強人民幣
的金融交易功能，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貿
易+金融」雙輪助力。
報告指出，2016 年 RII 處於震盪調整

期，貿易項下人民幣國際化的驅動力略有

減弱。2016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明
顯下滑，全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
計發生5.23萬億元，較2015年減少2萬億
元，同比下降27.66%。特別是以人民幣進
行結算的跨境貨物貿易同比大幅下降
35.5%。

保護主義礙跨境結算
報告認為，一些主要國家保護主義空前

高漲，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及跨境人民幣結
算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導致人民幣國
際金融計價交易綜合佔比同比下降24.4%。
不過，人民幣加入SDR後儲備功能有所增
強，「一帶一路」建設也擴大了人民幣的
使用範圍，在對外直接投資、熊貓債、海

外信貸領域人民幣使用規模顯著增長，頻
現新的亮點，拓展了人民幣的金融交易功
能。
此外，匯率貶值與資本外流雙重施壓使
得人民幣國際化短期內受到一定衝擊。報
告指出，中國境內投資者對外投資規模繼
續增加，去年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11,299.2億元，同比增長44.1%；人民幣境
外信貸快速增長，截至2016年末，境內金
融機構人民幣境外貸款餘額達4,373.26億
元，同比增長38.7%。與此同時，以人民幣
結算的外商直接投資去年有所回落，累計
1.4萬億元，同比減少11.86%；年末人民幣
國際債券和票據存量為1,106.55億美元，同
比下降11.4%。

報告續指，2016年市場出現人民幣貶值
預期，加上人民幣對美元貶值6.22%，非居
民開始減持人民幣金融資產。2016年年末
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
規模為3.03萬億元，較2015年5月高位下
降了34.08%；中國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為
5,467.07億元，較2015年7月相對高位降低
了45.01%。隨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大幅萎
縮，海外人民幣融資成本攀升，進一步抑
制了人民幣境外使用。此外，報告認為受
資本流出壓力加大影響，中國資本賬戶管
理傾向於「寬進嚴出」，對非理性對外投
資、人民幣NRA賬戶等可能存在的風險隱
患進行規範，強化真實性審核，抑制投機
因素。

人幣國際化去年邁調整鞏固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據悉，按照北京市委常委會
要求，北京市初定今年底啟動四大
市級機關及相關市屬行政部門的搬
遷工作。目前，四套班子和四棟委
辦局辦公樓正在進行樓內二次結構
砌築、機電管線安裝及幕牆施工，
計劃7月底基本完成外幕牆安裝，8
月底完成封頂封圍，12月底完成精
裝修、機電和信息化工程，年底啟
動搬家。室外小市政及園林綠化等
工程今年11月底前完成。1.2平方公
里一期工程配套的大市政道路、綜
合管廊、雨水暗涵、園林綠化等工
程今年底前完成。
據內地媒體報道，北京城市副中

心行政辦公區建設綠色施工比例達
到100%，打造具有世界示範意義的
「近零碳排放」綠色能源示範區。
充分利用地熱能、光伏發電、智能
配電等新技術，達到清潔能源利用
100%，可再生能源比重達到40%。
採用全光纖網絡、物聯網、大數
據、雲計算、無線互聯網等先進技
術，建設集約、共享、協同的區域
大數據中心。

京四大市級機關
料年底進駐副中心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金融業保持快速發展，金融產品日益豐富，
金融服務普惠性增強，金融改革有序推進，
金融體系不斷完善，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雙
向開放取得新進展，金融監管得到改進，守
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能力增強。

回歸本源 服從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
習近平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
重要原則：第一，回歸本源，服從服務於經
濟社會發展。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
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提升服務效率和水
平，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
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和
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第二，優化結
構，完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體
系。要堅持質量優先，引導金融業發展同經
濟社會發展相協調，促進融資便利化、降低
實體經濟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障風
險可控。第三，強化監管，提高防範化解金

融風險能力。要以強化金融監管為重點，以
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加快相關法律
法規建設，完善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加
強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功能監管，
更加重視行為監管。第四，市場導向，發揮
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堅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處理好政府和
市場關係，完善市場約束機制，提高金融資
源配置效率。加強和改善政府宏觀調控，健
全市場規則，強化紀律性。

擴大開放 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習近平強調，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

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
防範職責。地方政府要在堅持金融管理主要是
中央事權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統一規則，強化
屬地風險處置責任。金融管理部門要努力培育
恪盡職守、敢於監管、精於監管、嚴格問責的
監管精神，形成有風險沒有及時發現就是失
職、發現風險沒有及時提示和處置就是瀆職的
嚴肅監管氛圍。要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早期干
預機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統籌監管和互聯
互通，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和監管信息共享。
習近平指出，要擴大金融對外開放。要深

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
幣國際化，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要積
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
順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於保護金融消費者
權益、有利於增強金融有序競爭、有利於防
範金融風險的機制。要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金融創新，搞好相關制度設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亦

有在會上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
王岐山、張高麗出席會議。

■習近平指出，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範職責。 資料圖片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
改革發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