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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外匯儲備交財政部管
出席財新峰會建言外儲管理改革 央行研究局長當場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馬琳 北

京報道）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黃奇帆昨日出席第八屆財新峰會

時表示，中國擁有逾3萬億美元外匯儲

備，由於外匯儲備由央行獨自管理，央

行只能不斷擴大基礎貨幣，造成「外匯

佔款綁架貨幣政策」的現象，是通貨膨

脹、金融亂象、脫實向虛的源頭，建議

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由財政部管理

外匯儲備。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

忠在同一場合則表示這一建議是「邏輯

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黃奇帆指出，中國由央行獨自管理外匯儲
備，但央行是不能發債的，也沒有其他的

錢，為保外匯穩定，只能用基礎貨幣的擴張購買
外匯，形成外匯佔款綁架貨幣政策。而基礎貨幣
的擴張是過去十多年M2（廣義貨幣）膨脹的重
要原因。

改革助建世界金融強國
黃奇帆指出，基礎貨幣在2003年是3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2005年是6萬億元，2015年
到了30萬億元，十來年漲了十倍以上，加上5倍
乘數效應達到160多萬億元，幾乎與M2（廣義
貨幣）規模相當。由此，黃奇帆建議，改革外匯
儲備管理體制，由財政管理外匯儲備。
黃奇帆認為，財政管理外匯儲備，可以通過發
債直接吸收現有的M2，不會造成通貨膨脹。同
時擺脫外匯佔款的綁架，獲得獨立的貨幣政策地
位，根據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為國民經濟和
實體經濟很好地服務，形成獨立的貨幣政策。
「財政（部）管外匯儲備，可以中投進行投資，這
種投資不講15%回報，一年就會有上萬億的收入，
增加財政收入。而央行的外匯儲備是不能投資的，
只能買國外比較好的債券，收益比較低。」黃奇帆
認為，改革將有助於中國真正成為世界金融強國，
自己投資，產生實實在在高回報、好回報。

央行官員：現實很骨感
不過，徐忠對此並不認可。他在同一場合表示
這一建議是「邏輯看起來很美好，但是現實很骨
感」。對於外匯儲備應由誰管理，財政部與央行
早有分歧，早年亦通過設立中央匯金公司、中投
公司等方式進行外匯儲備的投資試點。
中投公司自成立以來累計年化收益率為
4.58%，「看一看央行外匯儲備投資的收益率跟
投資機構的收益率，對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也許
完全是相反。」
徐忠還指出，中國的財政是吃飯財政，地方政
府有很多隱形負債，發債可能是「空手套白
狼」。他舉例中央匯金公司，通過發債購買外儲
投資，最後入股大型銀行，再通過銀行支付股息
來還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海巖 北
京報道）被視為調控房價重要手段之一
的房地產稅何時開始徵收，一直是各界
關注焦點。在昨日舉行的第八屆財新峰
會上，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黃奇帆表示，徵收房地產稅是房地
產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開徵不會等十
年那麼久，應是今後幾年就會發生的事
情。
「從國際經驗來看，房產稅是應該收

的。」黃奇帆稱，徵收房地產稅可以增
加直接稅來源，使中國稅制結構從間接
稅為主轉向間接稅、直接稅相結合；可

以增加房地產持有成本，配合金融、土
地等相關政策，抑制房地產炒作現象；
可以促進房屋租賃市場發展，減少空置
房屋數量，促進房地產的資源優化配
置；還可以改變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
地方財政收入結構。

有助轉變發展模式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

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強調，在理解房
產稅的時候，不能簡單地把房產稅看成
是調節房地產市場的稅種。一方面，房
地產稅可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來源，避

免政府為了增加稅收進行污染環境的經
濟活動，有利於轉變發展模式；另一方
面，房產稅是一個很重要的直接稅種，
如果開徵，它的納稅面會比較大，可能
會使得中國的宏觀稅負有所增加。因
此，如果新增了房產稅這一重要的直接
稅，需要設計好稅制、稅率問題，並調
整間接稅。
此外，徐林認為，隨着直接稅的比重
越來越大，市民的納稅人意識會進一步
增強，可能會對政府稅收的資源配置提
出新的要求，政府的預算安排在決策程
序上或將更加透明化、民主化。

房產稅料未來幾年內開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馬琳 北京報道）對於中國巨額
外匯儲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
委員余永定昨日在第八屆財新峰
會上表示，這是一種國際收支失
衡的表現。過去中國處於經常項
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為維持人
民幣匯率穩定，央行在外匯市場
上大量買入美元，積累大量的外
匯儲備，給國內金融穩定造成一
系列的不利影響。
余永定認為，要解決這個問

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就
是讓人民幣自由浮動。「現在既
有讓人民幣自由浮動的條件，時
機也是安全的，沒有比現在更好
的時候了。」
此外，余永定表示，中國目前

持有1.75萬億美元的海外淨資
產，海外收益卻常年為負。2008
年中國海外淨資產為2萬億美元
左右，但近十年中國的海外淨資
產不增反減。余永定稱，中國在
海外有大量的淨資產，在過去
16年中，中國海外投資收益只
有兩年是正的，其餘年份都是負
的。
他援引央行數據稱，中國海外

資產平均收益率在3%左右，有
時候甚至更低。而中國的負債成
本是6%，甚至更高。儘管中國
擁有大量的海外淨資產，但海外
資產淨收益為負，「這是很不正
常的」。

余永定還說，從2011年到2016年第三
季度，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累計1.28萬億美
元，海外淨資產反倒減少了126億美元，
「這其中有統計上的錯誤，但是統計上的
錯誤解釋不了這麼大的缺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海巖
北京報道）對於香港在「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設中具備哪
些優勢，多位金融領域人士昨日在第
八屆財新峰會上表示，在融入國家發
展戰略中，香港自身有着很多得天獨
厚的優勢，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短期內不會被替代，如何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甚至整個中國的發展去融
資，應該是香港未來考慮的問題。
工銀國際董事長叢林表示，香港多

年來一直是全球排名前三的自由經濟
體，經濟的自由化程度是全球所有大
城市不可比擬的。同時，香港的國際
化程度非常高，國際化經驗非常豐
富，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在「走出去」
過程中避免失敗。此外，香港的資本
市場和內地很不一樣，香港股市有大
量的國際投資人，很多國際資本進入
中國第一步都是選在香港。另外，股
市只是香港資本市場的「冰山一
角」，在非公開市場，投資併購等業

務的數量是非常大的。
叢林認為，香港完全可以發揮自身

金融優勢，扮演好自己定位的「超級
聯繫人」角色，成為「一帶一路」倡
議中中國企業「走出去」，外國企業
「走進來」的「橋頭堡」。
瑞銀董事總經理、亞洲經濟研究主

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則指出，粵
港澳大灣區有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製
造業中心，潛力非常大，各城市之間優
勢特點不同，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土資源部昨日表示，國務院已正式批准將
天然氣水合物（俗稱可燃冰）列為新礦
種，成為中國第173個礦種。可燃冰的產
業化有望進入「快車道」。
可燃冰是指由甲烷為主的烴類氣體與水
形成的類冰狀結晶化合物，多以固態等形
式賦存於海底沉積物或陸上凍土區岩石的
裂隙、孔隙中。可燃冰開採出來的天然氣
在用途上與常規天然氣一樣，主要用於民
用和工業燃料，化工和發電等。
國土資源部礦產資源儲量司司長鞠建華
在當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海域可
燃冰資源量大，是重要的戰略後備資源，
其開發利用將為國家能源資源保障提供新
的方向，降低油氣資源對外依存度。同
時，可燃冰成為新礦種有利於優化能源生
產和消費格局、促進勘查開採科技創新並
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引發上一輪全球能源革
命的頁岩氣在5年多前被確立為中國第
172個新礦種。此後，中國官方對頁岩氣
探礦權進行公開招標出讓，吸引了大量民
間資本進入頁岩氣的勘探開採領域。頁岩
氣規模化、產業化發展進程因此加快。

產業化有望提速
被確立為新礦種後，可燃冰產業化也有

望提速。鞠建華指出，列為新礦種，有利
於勘查開發統一管理，推動勘查開採產業
化進程。例如：通過放開可燃冰的礦業權
市場，推進其勘查開發投資主體多元化，
鼓勵國內外具有資金、技術實力的多種投
資主體進入可燃冰勘查開發領域，可以極
大地激發市場的活力。
今年5月，中國成功實施海域可燃冰首

次試採。中國地質調查局副局長王昆指
出，截至7月9日主動關井，此次試採連

續穩定產氣60天，累
計產氣量30.9萬立方
米，取得了持續產氣
時間最長、產氣總量
最大、氣流穩定、環
境安全等多項重大突
破性成果。但試採成
功只是第一步，實現
可燃冰產業化仍然面
臨着提高產量、降低
成本、保護環境等諸
多挑戰。
下一步，王昆表

示，將加大天然氣水
合物資源調查力度，
「摸清家底」；開展不同類型天然氣水合
物試採，建立適合中國資源特點的開發技
術體系；同時，把加強環境保護放在突出
位置。他透露，未來將建設2至3個天然

氣水合物勘查開採先導試驗區，推動勘查
試採、理論技術、工程裝備和相關政策先
行先試，率先建成資源勘查開發示範基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中國商務部昨日發佈數據顯示，今年1
月-10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0個
國家和地區的5,410家境外企業新增非金融
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863.1億美元，
同比下降40.9%。其中，房地產業、體育
和娛樂業對外投資沒有新增項目，非理性
對外投資得到進一步有效遏制。

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介紹，1月-10月，
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降幅比前三季度
減少1個百分點，對外投資降幅有所收窄。

「帶路」沿線投資合作穩步推進
從主要投資地看，前10個月，中國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合作穩步推
進。數據顯示，1月-10月，中國企業對

「一帶一路」沿線的53個國家有新增投
資，合計111.8億美元，佔同期總額的
13%，比去年同期增加4.7個百分點。
從投資結構看，前10個月，中國對外

投資主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製造
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
信息技術服務業，佔比分別為32.4%、
17.0%、12.3%和9.9%。房地產業、體育

和娛樂業對外投資沒有新增項目。
此外，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大項目多，帶
動出口作用明顯。前10個月，對外承包
工程新簽合同額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項
目586個，合計1,554.7億美元，佔新簽合
同總額的84.4%，帶動貨物出口123.7億
美元，同比增長15.5%，高於同期貨物貿
易出口增幅。

可燃冰列中國第173個新礦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被
譽為「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孫冶方經濟科
學獎，昨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行第十七屆頒獎
典禮。本屆獲獎作品包括著作3部、論文3
篇，聚焦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和轉型、經濟增
長速度、中國收入差距、中國人口政策、金融
政策及產業政策等，均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
展中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1983年由于光遠、薛暮

橋、姚依林、宋平等學界、政界名人共同發起
設立，旨在紀念經濟學家孫冶方對社會主義經
濟科學的重大貢獻，是中國經濟學領域的最高
榮譽，獲獎成果反映了中國經濟科學發展前沿
的最新成果，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研究各領域的
最高水平。
今年的獲獎作品聚焦中國經濟問題，具體為

林重庚、邁克爾·斯賓塞等所著《中國經濟中
長期發展和轉型：國際視角的思考與建議》，
李實、佐藤宏、史泰麗等所著《中國收入差距
變動分析——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IV》，
伍戈、李斌所著《貨幣數量、利率調控與政策
轉型》；Mark R. Rosenzweig、 張俊森《人
口控制政策會提升人力資本投資嗎？——雙胞
胎、出生體重和中國「一孩」政策》，白重
恩、張瓊《中國經濟減速的生產率解釋》，菲
利普·阿吉翁、蔡婧等《產業政策和競爭》3篇
論文。
據悉，從第十四屆開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突破了僅在國內權威出版物上遴選作品的慣
例，開始關注在國際權威出版物上，着重以中
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和論文。此舉擴展了
參選作品的遴選範圍，增強了評獎的國際性，
也擴大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國際影響。本屆
獲獎作品就包含2篇原載於國際知名經濟學期
刊的論文。

商務部：非理性對外投資得到有效遏制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在滬頒獎

業界倡港為大灣區建設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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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 路透社

■第八屆財新峰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攝

■可燃冰列中國第173個新礦種。圖為可燃冰鑽井平台「藍鯨
Ⅰ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