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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清解畫金融供給側改革

三個調整力增小微企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

市場解讀政府工作報告

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
樹清昨天出席人大開幕式時表示，解決民
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

■ 協同博勤金融集團
行政總裁曾永堅：

題，與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密切相關，

內地市場基數龐大，

要對金融業的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

GDP 增速即使低於 6%
仍然是相當大的增長，

體系等進行一些調整，並需要創新。他相

市場沒必要因內地經濟增

信，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可達到對小微企貸

長短期放緩而失去信心。內地仍有 10 億人未

款增長 30%的目標。

進入中等收入，相信仍有市場條件保持中高
速經濟增長，即使經濟短期經歷陣痛，但長
期向好的基本面不變。

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健
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在實際執行中，既要
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
貴問題，又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國

■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邢志強：
內地的財政寬鬆是市場關注重點，而減稅降

銀行大膽創新解決融資難

費規模高達 2 萬億元人民幣，較該行原先預

在談到如何讓民營企業從銀行獲得金融支持與其在
經濟中所佔比重相匹配時，郭樹清表示，解決小微企
和民企的信貸支持，是金融供給側改革最主要的部
分。他說，資本市場應大膽創新，特別是解決小微企
業融資難等世界難題。
「沒有創新，不可能做好金融業的服務，特別是解
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這個世界難題。」「到現
在為止，中國解決得不錯。」郭樹清坦言，貸款難、
貸款貴是系統性風險，對銀行來說，要獲取足夠的風
險防範機制，需要了解企業的正常經營情況，銀行業
對此已經做了很多探索，並會在今年大中小銀行繼續
普及支持民企小微企業發展的相關措施。

期的更進取，也意味政府會容忍今年的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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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郭樹清第一個踏上紅地毯走向採訪區回答媒體的提問。
。 新華社

槓桿適度增加。

郭樹清如是說

■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
葉尚志：

「沒有創新不可能做好金融業的服務」
「要對金融業的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等進行一些調整」

在調結構、促改革的長遠
發展目標下，內地經濟出

「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行業也需要淘汰落後、
引進先進的機制」

現減速提質是必須的過程，

保險可投資資金達 16 萬億

「相信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可達到對小微企貸款增長30%的目標」

痛，相信市場是可以接受的。對於金融市場

郭樹清說，除了銀行外，保險業亦大有可為，保險
可投資資金有16萬億元人民幣。此外，建設一個更強
大的資本市場，也能更好地支持創新企業的發展。還
有就是，銀行業在利用大數據降低不良率方面做了很
多探索。網商銀行等貸款做得也很不錯，不良率也比
較低，今年會進一步推廣這些經驗在大中小銀行普
及，採取更多的措施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發展。
他表示，過去十年，大銀行佔市場比重從50%多下
降到了38%，中小銀行、民營銀行面向企業市場數量
逐年增加。與此同時，五大銀行普遍設立了普惠金融
事業部，專門做小微企業金融貸款。去年內地面向授
信 1,000 萬元以下的貸款增長了 21.8%。「應該說這
個速度是比較快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國有大
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 30%以上，相信我們
能夠做到這一點。」

「老百姓不能亂投資，不能亂參加集資，更不能借錢去投資」

提醒老百姓
「看好錢袋子」
去年下半年，內地接連發生了多起互聯網金融平台
倒閉、實際控制人失聯跑路等事件，郭樹清昨再批評
內地存在打着金融創新旗號非法集資融資的金融亂
象，他指出這些年有很多金融亂象打着金融創新、科
技創新的旗號，實際上做的是非法集資、非法融資、
非法吸收存款、亂設機構、亂辦金融業務這些活動，
對社會有害，對企業也沒有好處。
他再次提醒老百姓看好錢袋子，「必須提高警惕，
不能亂投資，不能亂參加集資，更不能借錢去投
資。」、「要反覆強調這一點，高收益意味着高風
險，千萬不要上當受騙。」
郭樹清又表示，今年要研究如何改組改造高風險機
構，有的可能會退出市場，有的會兼併，推動金融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行業也需要淘汰落後、引進先
進的機制。

度來穩增長、來平滑經濟減速所帶來的陣
來說，估計也可帶來正面影響。

■ 獨立股評人黃志陽：

姜洋籲增養老基金投資上限

今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再提出太多對內
地樓市的看法，暗示政府可能放鬆對住房市場
的控制，不排除會有更多內地銀行下調利率，
內房股後市仍看高一線。而多種門診用藥納入
醫保報銷有助醫藥股延續升勢，但長遠而言，
內地藥價改革還會繼續。

■易會滿表
示今年 IPO
將繼續保持
常態化。
常態化
。
記者
葛沖 攝

■姜洋提議讓
更多的養老保
險基金投資資
本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兩會報道）政府工作報告中指
出要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
穩定發展，資本市場體系建設
成為重點之一。全國政協委
員、中證監前副主席姜洋昨於
政協經濟組會議中提議，要鼓
勵長期資金進入資本市場，讓
更多的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資本
市場，建議將投資股市比例上
限 ， 由 40% 提 升 至 60% ； 同
時，允許投資股票、期貨，期
權等風險管理工具，實現長期
的保值增值。
姜洋說，內地的養老保險基金

總賺不了錢，短期投入幾乎無回
報，若能根據提議促成長期投
資，總體計回報率可達 8%至
9%，亦能增強其投資靈活性。
MSCI 明晟早前宣佈擴大 A 股在
MSCI 全球指數中的納入因子，
從原本的 5%提至 20%。姜洋認
為，此舉意味有更多外資可進入
內地市場。

易會滿：滬倫通仍研究中
此外，他還建議推動個人稅
收遞延型養老保險試點轉為常
規，啟動企業年金個人投資選
擇權試點，鼓勵個人通過公募

基金參與資本市場投資，還要
鼓勵外資引入。
近日科創板和試點註冊制的
文件陸續推出，意味着科創板
開閘。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
昨天出席兩會時說，科創板試
點註冊制成功後，「我們會總
結經驗再進一步論證」。談及
今年 IPO 的節奏，他表示 IPO
將繼續保持常態化。
進入2019年，滬深股市牛氣沖
天，被問到股市大漲是否健康？
易會滿稱「我們尊重市場」。被
記者問到滬倫通何時開通，他指
滬倫通計劃仍在研究中。

陳雨露：去槓桿與穩增長並不對立
■陳雨露希望
國企和地方政
府的槓桿率能
夠降下來，其
最終目標也是
穩金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
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昨天在政協記者
會上表示，去槓桿和穩增長之間，有許
多統一的一面，並不完全對立。要保持
內地宏觀槓桿率長期持續穩定，需要金
融和實體經濟共同發力。

而其間以通過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

穩槓桿目標已初步實現
陳雨露說，2016 年以來，內地去槓桿
的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前些年，內
地的宏觀槓桿率每年平均上升 10 多個百
分點，所以風險積累得非常大；2016 至
2018年，宏觀槓桿率每年平均上升5.8百

分點，而 2018 年宏觀槓桿率不僅沒有上
升，反而下降了 1.5 個百分點，這標誌着
穩槓桿目標的初步實現。
被問及結構性去槓桿是否會讓位給穩
增長、如何處理好兩者關係時，陳雨露
坦言，這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也是
代表委員們討論得非常多的問題。去槓
桿的政策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一個重
要途徑，去槓桿和穩增長之間有許多統
一的一面，並不完全對立。
他說，當前進行的是結構性去槓桿，
希望國企和地方政府的槓桿率能夠降下
來，其最終目標也是穩金融。結構性去
槓桿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需要財政政策的保證。央行去年先後五
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為實體經濟提供
了大量的中長期資金，為穩增長起到了
重要作用。只要遵循好堅定、可控、有
序、適度要求，防範金融風險，處理好
防風險與穩增長的關係是可以做到的。

陳雨露認為，保持內地宏觀槓桿率長
期持續穩定，需要金融和實體經濟兩個
方面共同發力。一方面需要推動金融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股權融資支持實
體經濟的力度，另一方面要繼續堅定推
進實體經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
債務出清、產能出清、「殭屍企業」出
清，雙管齊下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統一綠色金融標準體系
談到「綠色金融」，陳雨露稱到 2018
年末，最主要的 21 家銀行綠色貸款的餘
額已達 8 萬多億元人民幣，較上年同比
增長 16%。下一步，內地綠色金融發展
的核心工作之一，是構建統一的綠色金
融標準體系。金融部門可以發揮市場機
制的優勢，在廣泛地籌集資金、提供風
險管理的工具、提高資金使用的效率三
方面為國家綠色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
的綠色轉型升級提供有力的支持。

■ FSM 投資組合
管理及研究部總監
沈家麟：
內地未來出台的政策將為
市場帶來一定支持，刺激經
濟增速，為企業盈利帶來強心針，預期 H 股
於 2020 年底的潛在回報超過 56%，並將破
頂。至於港股估值已跌至近負 1 標準差的歷
史低端，入市機會已經浮現，如人行持續寬
鬆銀根，恒指於明年底前或見36,000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內地降經濟增長目標
亞幣走軟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下調年度經濟增長目標，
市場擔憂亞太經濟也會受到拖累，多數亞洲貨幣
昨日普遍下挫。
菲律賓披索急劇走軟，此前該國公佈的 2 月通
脹率下降，引發有關當局可能寬鬆政策的說法。
披索兌美元昨日早市下滑 0.7%至 52.120。此
前菲律賓 2 月通脹較上年同期升幅降至一
年低點 3.8%，不過仍在央行 2%至 4%的
目標區間內。
其他亞太貨幣也紛紛下滑，印尼
盾下跌 0.1%至 14,145；泰銖兌美元
同樣下跌 0.1%至 31.870。泰國央行本
周一已經表示，泰銖可能持續劇烈波
動，該行已經採取行動遏制過度波動，以
協助民間行業適應。馬來西亞幣兌美元也
略下滑至4.076，該國稍晚將舉行央行政策
決議，預計利率會維持不變。
唯一表現較好的是印度。本周一當地公
眾假期過後，印度盧比兌美元昨日上漲
0.2%至 70.80。分析認為，這主要是印度
和巴基斯坦的緊張情勢緩和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