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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今年聚焦防风险攻坚战
稳杠杆降杠杆成主基调

监管层严控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有关防控金
融风险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
川 3 月 9 日表示，中国整体债务增长较快
的情况已经平稳下来，
在总量上进入了稳
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他强调，
当
前，
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地带需要尽快填
补，
一些具有缺陷的金融监管规则需要增
强制定，
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
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进行处置。
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打好
防范风险攻坚战，要稳定和降低杠杆率，
企业部门、政府、居民家庭的杠杆率都需
要降低。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经营活动
都必须坚决制止。下一步继续聚焦影子
银行、信托、互联网金融等薄弱环节，继
续加大整治力度。同业、理财、表外等交
叉金融风险仍是重点整治领域。
中国保监会则在3月7日发布了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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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后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下称
“办
法”
)，
将于 4 月 10 日正式实施。办法对保
险公司股东进行了详细分类，
将单一股东
最高持股比例由 51%下调至公司注册资
本的 1/3。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新规意在
加强对险企股东的管理，
严控股东实力影
响力，
防止单一独大股东利用保险作为融
资渠道进行激进的投资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
理局局长潘功胜则表示，人民银行长期
以来一直坚持审慎的房地产信贷政策，
我国的房地产信贷质量总体上良好，房
地产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同时也关注
到个人住房贷款、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
速度有点快，个别房地产企业在财务方
面比较激进，存在一些风险，这些都在密
切关注之中。
实际上，在近几次中央重要会议上，

防控金融风险屡屡被提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
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
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
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提出，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要标本
兼治，
有效消除风险隐患。严厉打击非法
集资、
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加快市场化
法治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加强金
融机构风险内控。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
调，
健全对影子银行、
互联网金融、
金融控
股公司等监管，
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禁各类违
法违规举债、
担保等行为。

识。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表示，当前，中国金融
市场中部分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风
险隐藏于各个环节，这就要求金融稳定
委员会协调各个金融监管部门，充分做
好政策协同，在各部门出台监管措施时，
协调好力度和时机，防止短期监管压力
叠加过大，因处置风险而发生风险。
在加强监管时，
要避免引发导致流动
性匮乏的系统性风险。监管决策者必须考
虑监管政策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
而不
仅仅局限于对个别金融机构的影响。我国
过去几年的创新业务模式或为绕过监管、

或为创造流动性、
或为风险分层等，
在加强
监管时不能一概而论，
更不能为了管理逃
避监管型业务，
而引发流动性系统性风险。
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建议，加快形
成新的监管框架，补足监管短板。充分
发挥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作用，健全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双支柱”调控
框架，理顺监管机制，在监管方向、监管
政策方面强化统筹，加强监管机构间协
同监管，统一监管目标、监管标准、监管
步调，加快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
监管转变，减少监管“盲区”
“ 真空”以及
监管套利行为，
补足监管短板。

强。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
了，逐步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
他表示，从央行角度来看，一是在资
本市场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连通方
面，可能还有进一步可以做的事情。整
个金融市场其他方面的连通也会有所增
强。二是，中国正在稳步地、渐进地推进
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可兑换以后，存在的
一些个别方面的限制也会逐步有序放
开，人民币国际化将进一步向前迈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也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业对外开
放相关工作。人民银行和金融业要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对于金融开放的部署。
他 表 示 ，资 本 项 目 可 兑 换 正 在 稳 步 推
进。在资本项目下，直接投资以及金融
市场的开放都会进一步稳步推进，同时
也会有一些
“放管服”的改革。
我国证券行业对外开放再度迈出新
步伐。3 月 9 日，证监会宣布就修订《外
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
见。此次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允许外资控
股合资证券公司、放宽单个境外投资者
持有单个上市券商的比例限制、逐步放
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等。
（据《经济参考报》）

强化监管协调成共识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在今年两会上受到代表委员们的
普遍关注。其中，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协
调成了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王玉玲表示，总体看，我
国金融风险可控，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
期。在金融风险隐患的背后，是实体经
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
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
及监管体制机制存在短板。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已经成为了共

金融业开放稳步推进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并
不意味着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就此停滞
不前。周小川强调，防风险和改革不是
对立的。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这一类
机构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防风险
是行业发展以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要
基础。防风险、防危机历来是金融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
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
放的程度更高一些。”周小川表示，在过
去五年里，中国有
“沪港通”
“深港通”
“债
券通”，预计这种开放趋势还会继续加

扫一扫，只为财富增长！

财经眼

3 月 CPI
同比涨幅或将出现回落
剪刀差有望进一步收窄

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 是 2018 年 要 打 好 的
三大攻坚战之一。今
年“ 两会
两会”
”，这一话题也
得到了普遍关注。来
自“ 一 行 三 会 ”的 监 管
人士、
人士
、代表委员们普遍
认为，
认为
，我国正在进入稳
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
阶段，
阶段
，防风险将是今后
一段时间金融领域工
作的重中之重。
作的重中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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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 2018 年 2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
数据显示，2 月份 CPI 环比上涨 1.2%，同
比上涨 2.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绳国庆表示，从同比看，CPI 涨幅扩大主要
受春节“错月”影响。今年春节在 2 月份，而
去年 1 月份，春节“错月”致使 2 月份的对比
基数相对较低，加之春节前后食品和服务价
格环比上涨导致 CPI 同比涨幅扩大。
专家表示，考虑到“节日因素”消退，预
计 3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将有所回落。海通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3 月以来鲜果价
格平稳，但节后鲜菜需求走弱、价格大幅下
降，猪肉价格继续下跌。尽管天气、春节因
素导致 2 月 CPI 环比涨幅较大，但这些都是
短期干扰因素，春节前后物价历来都是快涨
快跌，预计 3 月物价将回归到正常水平，CPI
环比会负增，
同比或回落至 2.5%。
（据《经济参考报》）

人民币中间价上调118基点
市场继续聚焦美指后市走向
3 月 12 日 ，人 民 币 对 美 元 中 间 价 为
6.3333，较上一交易日调升 118 个基点，升幅
创 2018 年 2 月 27 日以来最大。上一交易日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3451，16：30 官方
收盘报 6.3370，
23：
30 收盘报 6.3305。
市场人士指出，
3月份以来，
人民币汇率主
要随美元走势波动，这一趋势依然将延续。
展望后市，美联储议息会议前美元指数仍有
小幅反弹空间，但国内经济基本面继续企稳
有助于进一步稳定汇率预期，预计未来一段
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延续双向小幅波
动。有交易员表示，中国两会未对汇市造成
明显影响，
市场情绪偏稳定，
市场波动主因仍
在客盘需求和美指走向上。 （据东方财富网）

光线传媒 33.17 亿元
清空新丽传媒股权
董事长称放弃 IPO

作为影视剧老大哥的新丽传媒，自 2012
年启动 IPO 后多年来却一直没能圆到 A 股
梦。而如今，市场上又传来其第二大股东准
备出售股权的消息。
光线传媒 3 月 11 日晚间公告称，拟以
33.17 亿元的对价将持有的新丽传媒 27.64%
股份出售给林芝腾讯，本次交易后，光线传
媒将不再持有新丽传媒的股份。此次光线
传媒作为第二大股东转让其持有的新丽传
媒全部股权，这一重大变动势必对新丽传媒
的 IPO 进程造成重大打击。有投行专业人士
就此表示：
“ 应该是新丽传媒暂停 IPO 了，不
然在这个关键节点是不可能转让股权的。
”
记者联系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
“光
线转让公司股权，是否意味着新丽传媒暂停
申请 IPO 了？”曹华益回答到：
“是的。”
“意思
是新丽传媒放弃 IPO 了吗？”曹华益回到：
“放
弃 IPO 了。”随后，记者再度询问：
“腾讯将成
为新丽传媒第一大股东了吗？”稍后，曹华益
再次回应：
“是的。” （据《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