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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闭幕

完善供给体系 降低融资成本 防范机构风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扣三大要点

□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驶入“快车道” 。 两会期

间，多位代表委员认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

少要抓好三大关键点：完善金融供给体系、化解融资难

融资贵、防范金融机构风险。

做好“加法” 完善体系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就是做

好“加法” ，即不断完善金融机构和产品体系，多途径、

多渠道为实体经济服务。

众所周知，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

资不足。完善金融供给体系，最主要的是，大力提升直接

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在此方面，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大有可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

认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丰富的内涵，至少包

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

融环境。 二是坚定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破除制约资本市

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股

权融资渠道，提升资本市场发展质量。 三是优化大、中、

小金融机构布局，发展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

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

贷市场体系。 四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重塑金融机

构经营理念、服务模式、风险管理和考核评价机制。

从机构体系看，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表示，将引

导大中型银行发挥技术、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互联

网、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充分挖掘自身金融数据和外部

征信信息资源，完善推广信用贷款业务。 引导地方性银

行把握“地缘、亲缘、人缘” 优势，深耕本地小微企业市

场，打造走街串户的“社区银行” ，因地制宜创新信用评

价方式和信贷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认为，中小

银行网点下沉、数量增加需要提速。 中小型金融机构和

中小微企业天然紧密相连， 承担了大量中小微企业融

资。但目前中小银行的物理网点布局还很难适应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现在基层金融服

务的网点基本上只剩农信社、农商行和邮储银行，城商

行等很少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中，这方面的结构需做一

些调整和安排。 另外，要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

在机构建设方面，窦荣兴建议，中小银行应在科技

能力的培育上下功夫，从而实现线上化，既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问题，也降低自身成本。

“提升服务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

突破口，要消除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梗阻，以更好的

金融服务来对接客户日益多元化的需求，这就要求银行

不断加强全方位创新，提升服务质效。 ”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解学智认为，尤其是在当前科

技手段应用日益广泛、 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的形势下，

对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解学智表示，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产品、服

务、定价三方面率先发力、重点发力。这三个方面相当于

一般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流通、消费，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在提高金融供给质量、更好满足金融服务需求方面，

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

化解融资难融资贵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强

调，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密切相关，从金融业的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

等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监管部门也出台了多项政策，希望发挥“几家抬”

合力，从供需两端发力，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后

一公里”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力争将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四季度银行业新发放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7.02%，较一季度下降0.8个

百分点，其中18家主要商业银行较一季度下降1.14个百

分点。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 要改善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让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切实流入饥

渴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让他们看到投资是有来源、

有回报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

表示，央行将和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从供需两端共

同夯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打通货币政策传

导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要建立对银行的激励机制，使

其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目前，人民银行正

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进行

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促进其支持实体经济的能

力。二是财政要给予必要的财税、贴息支持。三是监管部

门要提高相关指标的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四

是充分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缓解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

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处置高风险机构

在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防风险这

根弦更不能松。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强调，在市场经济

中，金融机构“有生有死” 是正常的，但不能任其引发系

统性、连锁性、交叉性的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今年会研

究这方面的制度建设。

从银行角度看，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要加

强化解不良贷款存量并严格控制增量；中小商业银行要

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资产负债的匹配管理，防止流动性出

现问题；（下转A03版）

李克强总理会见采访全国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

□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会见

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路透社记者： 去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松货币条

件，还加大了减税降费力度，今年中国表示将进一步放宽货

币条件，进一步减税降费，还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请问，中

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否比之前预想得更为严重？如果经济放

缓继续持续下去， 中国是否会考虑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包

括取消房地产限制和降低基准利率等？

李克强：这位记者朋友喜欢单刀直入，那我也开诚布公。

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了新的下行压力， 现在世界经济都在放

缓，就在这一个多月期间，几大国际权威机构都在调低世界

经济增长的预期。 中国适度调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用的是

区间调控的方式，既和去年经济增速相衔接，也表明我们不

会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可以说给市场发出的是稳定的

信号。

去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国上下奋力

拼搏，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面对国际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中国经济实现6.6%的增速，的确是来之

不易。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90万亿元，在这个基础上，今年

预计经济增长6%至6.5%，这是高基数、大总量上的增长，可

以说本身就是进。

当然，面对新的下行压力，要有有力举措。 一种办法是搞

量化宽松，超发货币、大幅度提高赤字率，搞所谓“大水漫

灌” ，一时可能有效，但萝卜快了不洗泥，会带来后遗症，所以

不可取。 我们还是要坚持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顶住下行压

力。前些年，我们也遇到下行压力，采取的就是激发市场活力

的措施，因为市场活力增强了，发展的动力必然增强。

现在中国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亿户， 把他们的活力激发

出来，这个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还是要政贵有恒，继续推

进减税降费、简政、培育新动能、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等一系列措施，为市场松绑，为企业腾位，为百姓解

忧。 把他们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我们一定能够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而且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然，今年不确定因素不少，我们还要有更多的应对准

备，留有政策空间。 比如我们今年提高赤字率0.2个百分点，

达到2.8%，没有超过国际上所谓3%的警戒线。 我们还可以运

用像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型或价格型工具，这不是放

松银根，而是让实体经济更有效地得到支持。 不管发生什么

样的新情况，我们都会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保持中国经济稳

定，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这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

经济会始终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稳定之锚” 。

《财新周刊》记者：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减税降

费的举措，不少企业家反映企业税收依然很重，今年政府出

台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请问您认为企业能得到实惠吗？

财政可持续吗？

李克强：近几年我们利用营改增等，平均每年给企业减

税降费一万亿元，三年三万亿元。 应该说，我们减税的规模是

比较大的。 今年下决心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把增值

税和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降下来，减税降费红利近两万

亿元。这可以说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

关键性举措。

这样做有利于公平，因为按照规则，各类所有制企业普

遍能从减税降费中受惠，而且政策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

直达市场主体。 4月1日就要减增值税，5月1日就要降社保费

率，全面推开。 我看还没有其他办法比这种办法给企业带来

的感受更公平、更有效。

今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是一项重大改革和重要抉择。

之前我们反复测算，有多种方案，一种就是今后几年每年把

增值税率降一个百分点， 但在当前情况下企业可能感受不

深。 所以我们下决心把占增值税总量近60%的制造业等行业

的增值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把建筑业等部分行业降1个百分

点，其他所有行业也确保只减不增。由于税制的原因，可能在

推进过程当中有些行业抵扣少了，税收会有增加，我们也做

了认真的准备，对他们加大抵扣的力度，用打补丁的办法，并

对所有的中小微企业实行普惠性减税，以此确保所有行业税

负只减不增。对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我们还明确，可以

从原规定的20%降到16%。

减税是要减收的。我们今年安排财政支出和GDP增长同

步，确保民生重点领域、三大攻坚战支出只增不减。那么人们

会问钱从哪里来？ 赤字只提高了0.2个百分点，填不上这个窟

窿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政府要过紧日子，不仅要压缩政府

一般性支出， 而且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

进入国库，并把长期沉淀的财政资金收回。通过这些举措，我

们筹集了1万亿元资金。我们还要求地方政府也要挖潜，把自

己的功课做足。 对中西部地区，我们将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

支持。大规模减税降费，是要动政府的存量利益，要割自己的

肉。 所以我说这是一项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

刚才记者问，这样做财政可持续吗？ 我们也是认真算过

账的。 我们是给制造业等基础行业、给带动就业面最大的中

小企业明显减税，这实际上是“放水养鱼” 、培育财源。 我们

前几年在营改增过程中起先也是财政减收的， 但后来税基

扩大了，财政收入增长了。 现在看，我们还要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结构，这也是一项改革。 从趋势看，应该给实体经济、给

企业让利，让他们在国民收入分配蛋糕中的比例更大，这样

能更多带动就业，让就业人群增加收入。 为此，政府就要过

紧日子，就要让利，政府的存量利益也要动，得罪人也要动，

让利于企业，让利于民，这样财政才更可持续，反过来讲可能

就要打问号了。 我们这样做，不是在预支未来，恰恰是在培育

未来。

现在可以说是真金白银已经备好了，有关部门和各级政

府都要去落实，决不能让政策“打白条” ，更不允许变换花样

乱收费来冲击减税降费的成效，要让企业、让市场主体切实

感受到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实实在在效果。

韩国《东亚日报》记者：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谈崩之后，

外界认为朝鲜有可能正在准备恢复发射火箭，朝鲜半岛局势

下一步发展还是存在不确定性，中方对此如何看？ 中方作为

和朝鲜保持战略性沟通和高层来往的邻邦， 为了劝和促谈，

化解朝美之间的分歧，目前在发挥什么样的建设性作用？

（下转A03版）

■ 继续推进减税降费、简政、培育新动

能、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一

系列措施，为市场松绑，为企业腾位，为百姓

解忧。 把他们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我们一定

能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而且推动高

质量发展

■今年不确定因素不少，我们还要有更

多的应对准备，留有政策空间。 比如我们今

年提高赤字率0.2个百分点， 达到2.8%，没

有超过国际上所谓3%的警戒线。 我们还可

以运用像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型或价

格型工具，这不是放松银根，而是让实体经

济更有效地得到支持

■ 今年下决心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

降费，把增值税和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

降下来，减税降费红利近两万亿元。 4月1日

就要减增值税，5月1日就要降社保费率，全

面推开

■ 今年我们要抓住融资难融资贵这个

制约经济发展、市场活力的“卡脖子” 问题，

多策并举、多管齐下，让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在去年的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 我们完全可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底线。 加强金融服务和防范金融风

险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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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会见

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详见A04版

“新消费”井喷 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随着经济转型深化、互联网技术发展、居民收入增长，新消

费形态呈井喷式发展。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服务业供给水平，加大减税力度，增强市场

监管，扩大改善型消费市场，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牵

引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