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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撰文表示，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傾斜的收益率曲線，總體上有利
於為經濟主體提供正向激勵。 資料圖片

在題為《堅守幣值穩定目標實施穩健
貨幣政策》的文章中，易綱寫道，

保持幣值穩定，並由此為經濟增長營造
適宜的貨幣環境，是貨幣政策的根本目
標。貨幣政策需要關注經濟增長，又不
能過度刺激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主要
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避免經濟
大起大落，而經濟增長根本上取決於結
構調整和技術進步。

堅守好初心使命
易綱提及，貨幣政策要守護好老百姓
手裡的錢，不能讓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變
「毛」了，不值錢了。「保持正的利
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傾斜的收益率曲
線，總體上有利於為經濟主體提供正向
激勵，符合中國人儲蓄有息的傳統文
化，有利於適度儲蓄，有利於經濟社會
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易綱在文中多次提及，中國應盡
量長時間保持正常的貨幣政策。易綱提
到，中國經濟增速仍處於合理區間，通
貨膨脹整體上保持在較溫和水平，加之
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
「即使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向
零利率方向趨近，我們也應堅持穩中求
進、精準發力，不搞競爭性的零利率或
量化寬鬆政策，始終堅守好貨幣政策維
護幣值穩定和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福祉
的初心使命。」
他表示實施穩健貨幣政策有五個着力

點。首先是總量適度，下一階段，要繼續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條件與潛
在產出和物價穩定的要求相匹配，實施好
逆周期調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鬆緊
適度，繼續營造適宜的貨幣環境。

提出5個力點
第二是精準滴灌，引導優化流動性和

信貸結構，支持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
節。易綱說，要繼續合理運用好結構性
貨幣政策工具，並根據需要創設和完善
政策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補短
板、強弱項，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優化。
第三是協同發力，健全貨幣政策和宏

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把保持幣
值穩定和維護金融穩定更好地結合起
來。「目前央行正在強化對系統重要性
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集團的宏觀審慎管
理，未來還將逐步拓展宏觀審慎管理的
覆蓋面，完善宏觀審慎管理的組織架

構，更好地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四是深化改革，強化市場化的利率

形成、傳導和調控機制，優化金融資源
配置。易綱稱，目前正在穩步推動管制
利率和市場利率「兩軌合一軌」，進一
步疏通市場化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不將匯率工具化
最後，在匯率方面，易綱表示，中國
人民銀行已退出常態化干預，人民幣匯
率的市場化水平和彈性顯著提高，在國
際貨幣體系中保持了穩定地位。需要強
調的是，人民幣匯率是由市場供求決定
的，中國不將匯率工具化，也絕不搞
「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
下一階段將繼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

化形成機制改革，保持匯率彈性，並在
市場出現順周期苗頭時實施必要的宏觀
審慎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作為大灣區城市
之一的佛山市，宣佈樓市定向鬆
綁。根據佛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局和佛山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於11月29日晚發佈的人才住房
政策新政，在該市工作、具有本
科及以上學歷或中級工及以上職
業資格的人才，首套購房不受戶
籍和個稅、社保繳存限制。
佛山市自2017年6月起二手房

也納入限購，一二手限購區域包
括禪城全區，南海桂城、大瀝、
里水，順德大良、陳村、北滘、
樂從。本市戶籍限購區域內限購
2套；非本市戶籍限購區內購
房，需提供2年內累計1年以上
社保或個稅證明，且限購1套。

針對本科以上學歷人才
根據剛公佈的新政，只要有本

科學歷，購房全面鬆綁，不受社
保個稅限制，不論是否有本市戶
籍，都可以購買第二套房。分析
指出，這將會吸引大批客戶重新
評估佛山買房。
日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

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三大
類共16項普及惠民及便利香港專
業界別到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

施，其中包括，香港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城市購房，獲豁免所需的在本地居
住、學習或工作年限證明，以及繳納個人
所得稅及社保條件，使香港居民享有與當
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佛山樓市鬆綁，也意

味着到當地工作的香港大學畢業生，也可
以在當地購買2套房。
最近，更多城市實施「一城一策」樓市

調控，包括南京、天津、海南、上海等城
市陸續因城施策，對人才住房「定向鬆
綁」。據騰訊財經報道，8月6日，上海臨
港放鬆人才購房資格，5年社保轉3年。8
月29日，珠海中心區香洲區、橫琴新區悄
悄地進一步放寬了限購條件。江蘇無錫也
放寬人才落戶門檻，大專繳納3個月社保
即可落戶。
另外，昨天公佈的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

百城價格指數顯示，11月內地100個城市
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15,105元(人民幣，下
同)/平方米，環比漲0.21%。同比來看，
百城新建住宅均價較去年同期漲3.17%，
漲幅較上月收窄0.06個百分點。
從漲跌城市個數看，55個城市環比上

漲，40個城市環比下跌，5個城市與上月持
平。與上月相比，本月價格環比上漲的城
市數量減少7個，其中漲幅在1%以上的城
市有7個，數量與上月持平；本月價格環比
下跌的城市數量增加8個，其中跌幅在1%
或以上的城市有3個，較上月增加1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看好中國市場的發展潛力，德國化工
巨頭朗盛決定再度加碼中國戰略。朗盛最
新宣佈，公司已與上海化學工業區簽署合
作備忘錄，為建設綜合生產基地預留土
地。此外，朗盛還計劃在上海建立亞太區
應用開發中心。
日前朗盛與上海化學工業區簽署合作備

忘錄，為建設一體化生產基地預留20公頃
土地，作為在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新基地。
鑒於中國市場的需求逐漸向有附加值的產
品轉移，公司並計劃在上海建立一個綜合
的亞太區應用開發中心。據稱，本地創新
已經在朗盛新業務中佔據很大比重，亞太
區應用開發中心的建立，料將進一步加強
中國和亞太區的創新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在成為大灣區核心城市之後，深圳又
獲批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加上全國科
技創新高地，因此，深圳在區塊鏈領域的
創新備受期待與關注。王學宗表示，
中央把深圳作為改革先導試驗區，要
深圳率先成為數字貨幣的研究基地。
他希望深圳能夠成為區塊鏈技術研發
和應用的基地，發揮深圳的地理優勢
和全球化優勢，成為全球區塊鏈技術
研發之都。
他稱，深圳完全具有條件在區塊鏈

技術研發和應用方面率先發力。區塊
鏈技術本身是無國界，區塊鏈思想也
是無國界。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公佈要
發行法定數字貨幣(DECP)，深圳可
以在應用DECP方面領先。他建議深
圳在大的行業公鏈研發方面進行突
破，「這是一個很有前途的事情，可
以使我國經濟效率大大提高。」
王學宗指，區塊鏈對資產確權方面

效率很高。深圳和廣州兩地政府的開

放和服務意識非常強，如果房產證以後都
上鏈了，就不再需要政府發蓋公章的證
書，鏈上的東西更可靠。以後甚至婚姻登
記都可上鏈，有法律配套就可以了。

工信部信息化和軟件服務業司司長謝
少鋒說，區塊鏈是一種新型的底層的IT
技術，用集成算法和技術的信任建立機
制，改變了傳統的依賴中心節點的信息
驗證模式。基於這種特性，人們可以構
建在沒有中介輔助下多個參與方之間的
資產交易、價值傳遞的網絡，通過建立
執行智能合約，推動契約關係和規則的
維護和履行，降低信用建立成本，營造
良好市場環境。

信息不能改 保證真實性
據介紹，區塊鏈可以通俗地被理解為

一個分佈式的公共賬本，這個賬本由各
個區塊連成一個鏈條。在傳統記賬系統
中，記賬權掌握在中心服務器手中。而
在區塊鏈這個「賬本」上，鏈條上的每
一個點都能在上面記錄信息，構成點對
點的記賬系統。因此，區塊鏈技術被認
為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技術。

由於以密碼學的方法加密，區塊鏈上
的數據不能被篡改，保證了信息的可信
度真實性。

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互聯網金融安全
技術重點實驗室主任吳震表示，區塊鏈
技術的核心優勢是系統中每一個信息，
在網絡裡多個節點甚至每個節點都保存
一遍。「任何節點自行修改數據將不被
認可，整個網絡因此形成了一張較為嚴
密的大網。」

鏈改試驗發起人王學宗稱，區塊鏈是
滿足信息社會的經濟社會組織形態的一
種技術，解決可信任、不可篡改數據問
題，模擬了現實商業環境，智能合約可
以替代紙質合同。如果所有的行業都上
鏈經營了，經濟運行減少交易成本，增
加信任。另外，區塊鏈倡導的分佈式自
組織在某些新興行業如共享經濟就非常
有效率，對減少貧富差距，減少贏者通
吃很有幫助。 ■記者 李昌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今年10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中強調，
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
要突破口，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
創新發展。區塊鏈近日成為市場新風
口。業內專家指出，區塊鏈技術是一個
底層的連接技術，像以前的「上網」一
樣，今後一切的信息都要「上鏈」，用
好了可很好地推動中國實體經濟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促進實體經濟更好發展。
多數人的認知中，往往把區塊鏈與金
融行業、數字貨幣等連繫起來。在第二
十一屆高交會期間舉行的「區塊鏈助推
中國實體經濟發展」論壇上，騰訊區塊
鏈技術總經理李茂材表示，當前區塊鏈
技術應用已經延伸到了數字金融、物聯
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
交易等多個領域，展現出廣泛應用的前
景。特別是在區塊鏈技術融合、功能拓
展、產業細分的契機之中，區塊鏈在促
進數據共享、優化業務流程、降低運營
成本、提升協同效率、建設可信體系等
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推動區塊鏈和
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上百個行業已廣泛應用
他稱，區塊鏈技術核心理念是防篡
改。區塊鏈電子發票被廣泛應用於金融
保險、零售商超、酒店餐飲、停車服務
等上百個行業。騰訊已組建了一個與區
塊鏈有關的大型研發團隊，開發的區塊
鏈電子發票已在深圳多個行業廣泛應

用。截至10月30日，使用騰訊區塊鏈技
術的深圳市區塊鏈電子發票開票量突破
1,000萬張，明年深圳前海還將全面實現
發票無紙化。
另外，今年騰訊在區塊鏈方面做了一

個比較大的場景應用於遊戲和司法存證
等，這都是非常好的應用場景。李茂材
稱，以往用戶創造的圖片、知識產權很
難得到保護，現在通過騰訊的至信鏈就
可以實現版權保護和進行司法存證。
鏈改試驗發起人王學宗有10年的中央

部委、地方政府科技管理經驗，去年他
提出了鏈改試驗的主張，獲得業內的認
同。所謂鏈改，就是通過區塊鏈技術和
區塊鏈技術支撐的經濟思想，對傳統企
業進行改造，對工業經濟的生態進行改
造，讓企業和組織上鏈經營。

助解決信息孤島現象
王學宗說，區塊鏈技術是一個底層的

連接技術，像以前的上網一樣，今後一
切的信息都要上鏈。區塊鏈四大核心技
術是分佈式共享賬本、共識算法、加密
算法和智能合約。未來全國房地產、交
通和物流等眾多行業將可以上鏈，以更
好地促進實體經濟更好發展，通過鏈改
讓所有企業和組織上鏈經營，中國信息
化水平將成為全球領先水平。
他稱，目前我國消費互聯網全球領

先，但產業互聯網做得不是很好。政府
部門和大型企業存在信息孤島現象，這
些都可以通過區塊鏈技術來解決。區塊
鏈技術也可以對行業協作關係進行深度

改革，大幅提高社會協同效率。
王學宗一直主張和推動鏈改，通過區

塊鏈技術對傳統行業進行改革，讓企業
和組織上鏈經營。認為如果這方面做好
了，可以把我國的工業經濟形態躍升到
後工業社會，信息化水平有可能達到全
世界最領先。
北京嘉楠致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

理邵建良表示，區塊鏈具有不可篡改、
值得信任，金融行業將是率先應用的領
域。區塊鏈技術應用後，因可信度大幅
增加，銀行從以往只給大型企業貸款轉
向給許多中小企業融資，以前無法促成
的業務有了質的飛躍和落地。

冀成本降至消費級
隨技術研發和不斷進步，希望日後能

夠把區塊鏈應用成本降到消費級領域，
使未來更多場景、更多商業都可以採用
區塊鏈技術。
深圳市前海深創鏈橋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長、深創學院創始人寶石指，公司參
與區塊鏈項目孵化，包括環球匯通集團
新商品流通項目，後者計劃在全中國
1,800個縣各創造一個農戶品牌，用溯源
技術推動消費者跟農戶流通關係、生產
銷售環節，目前已試點完成黑龍江五常
大米。他稱，在商品流通這個環節應用
區塊鏈技術，看到非常巨大的可能性，
其應該超出人們認知和想像，同樣也值
得各界全力以赴在這個維度上推動。

易綱：中國絕不搞競爭性貶值
堅持正常貨幣政策 守護好老百姓手裡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昨天在《求是》雜誌撰文表示，

在世界經濟可能處在長期下行調

整期的環境下，要做好「中長

跑」的準備，盡量長時間保持正

常的貨幣政策，不搞競爭性的零

利率或量化寬鬆政策，不將匯率

工具化，也絕不搞「以鄰為壑」

的競爭性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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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企朗盛滬建開發中心

區塊鏈促經濟發展「上鏈」成大趨勢

■佛山發佈人才住房政策新政。 資料圖片

■第二十一屆高交會
聚焦了區塊鏈助推中
國實體經濟發展，圖
為出席業界和專家。

記者李昌鴻攝

■李茂材 記者李昌鴻攝

專家：可理解為公共賬本

■王學宗 記者李昌鴻攝

深圳將引領全國區塊鏈技術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