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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 � � � �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南京 福州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郑州 南昌 石家庄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 �传真:63070321� �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吕 强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韩景丰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新华网网址

: http : / /www .xinhuanet . com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xhszzb

中国证券报

App

中国证券报微博

A�叠 /�新闻 48�版

B�叠 /�信息披露 48�版

本期 96 版 总第 7648 期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三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

提升银行保险机构服务经济新动能质效

□

本报记者 彭扬 �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11月19日在

2019年21世纪经济年会主论坛上表示，传统的

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需求缺乏、成本

压力、资源约束、环保要求、风险底线等挑战。在

此背景下，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不仅是应

对各种困难挑战、 确保经济社会大局平稳的有

效手段，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也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

风险、保持金融稳健运行的有力抓手。

从银行业保险业的功能作用看， 黄洪表

示，银行保险机构通过服务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能够有效助力发掘经济新动能，推动经

济转型发展。

黄洪指出，一是通过服务新技术助力培育

经济新动能。银行保险机构可以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通过提供信贷及风险保障等渠道，积极

支持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未来银行业保险业

还将继续通过组织流程改造和产品服务创新，

为新技术发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二是通过服务新产业助力培育经济新动

能。 从我国发展阶段看，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

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娱乐、旅游、养老、

健康等现代服务领域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增强。

银行保险机构积极服务新产业发展壮大，在加

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有序退出“僵尸企业”

盘活存量的同时，通过融资、增信、外部投贷联

动等多种方式，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转型

升级。 将引导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把握和适应

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加强新产业相关金融服务。

三是通过服务新业态助力培育经济新动

能。 近年来，共享经济、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等

新型业态持续发展演进，内涵不断丰富，规模

快速扩张。 银行保险机构积极提供线上支付、

资金托管、担保增信、授信融资、风险保障等一

系列综合金融服务，为新业态发展壮大创造了

良好的现代金融条件，未来还将继续在确保金

融安全的基础上，创新特色化金融产品，支持

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

黄洪表示，银行业保险业自身的革新也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 当前，银行业保险业

通过积极运用科技手段， 不断释放跨时间、跨

空间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 经营模式不断优

化，服务效率不断提高，产品创新不断深化，全

面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有力支

持了经济转型升级。

黄洪说，下一步，将继续鼓励银行保险机

构立足于本源和主业，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深

化科技与金融的融合， 合理加大科技投入，围

绕金融业务场景化、智能化，进一步推动金融

产品多样化、个性化，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

得性和覆盖面。 同时，监管自身也将注重科技

应用，强化科技支撑，改进监管方式和监管工

具，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为银行业保险业改

革创新营造良好稳定的发展环境，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黄洪强调， 银保监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金融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引导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经济新

动能的质效，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伟大目标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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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增强信贷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主

持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

会。 易纲表示，要继续强化逆周期调节，增

强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保持广义

货币M

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

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促进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 要坚持推进结构调整， 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用改革的办法优化金融资源

配置。

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

会议认为，2019年以来金融部门不断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健货币政策

松紧适度， 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升，M

2

和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

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一些，体现了强化逆

周期调节的要求，为实现“六稳” 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贷款平稳增长，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信贷结构优化， 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但也要看到，宏

观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仍面临挑战，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局部性社会信用收缩压

力依然存在。

此前发布的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

报告指出，继续平衡好总量和结构之间的关

系，从供需两端夯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微

观基础，缓解局部性社会信用收缩压力。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在当前央行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

应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中期借贷

便利投放，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组合，确保流

动性合理充裕。 再加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新机制， 切实把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传导

到实体经济中， 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为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

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会议指出，金融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发展是第

一要务，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施好稳

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加强结构

调整，进一步将改革和调控、短期和长期、

内部和外部均衡结合起来， 用改革的办法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发挥好银行体系为实

体经济提供融资的关键作用， 促进经济金

融良性循环。（下转A02版）

央企混改提速 国家电网12个重点项目亮相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四季度以来，央企混改大动作频出。央企混

改操作指引和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相关

文件近日出炉，电网、军工、石油等重点领域混

改纷纷破题。11月19日，国家电网在北交所集中

推介包括特高压直流工程领域项目在内的12个

重点混改项目，这意味着国家电网混改提速。

多个领域实现重要突破

在11月19日召开的 “开放资本·共享合

作———国家电网引入社会资本专场推介会”

上，12个重点混改项目亮相， 包括白鹤滩-浙

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项目、 国网新疆

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

司—山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平高集团智

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平高高压开关维修

有限公司、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国网

思极神往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国网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中

康健集团有限公司、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

司混改项目。

国家电网总会计师、党组成员罗乾宜说，国

家电网去年发布深化改革十大举措， 加快推进

混改，在电网、产业、金融等领域分类分步实施。

目前，多个领域均实现重要突破。 其中，北京电

力交易中心已通过进场挂牌引入社会投资者；

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项目已确定意向投资者

并签署合作协议； 国家电网经营区域确定增量

配电项目业主138个；国家电网所属电动汽车服

务公司与恒大集团合资成立智慧能源服务公

司，开展居民小区电动车充电业务；收购整合远

光软件上市公司股权， 国网电商公司成为实际

控制人；依托既有上市公司推进信息通信、金融

业务重组上市，助力相关业务高质量发展。

罗乾宜表示，此次集中推介的公司重点混改

项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覆盖范围广，涵盖特高

压、储能、高端装备制造、金融、通用航空、健康养

老等多个领域；二是科技含量高，特高压、信息通

信、 电动汽车等项目凝聚公司多年发展结晶，部

分项目代表行业最高技术水平；三是合作形式多

样，既有增资扩股项目，也有新设项目。

特高压、金融等领域受关注

特高压直流工程具有投资金额大、技术等

级高、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强、运营和收益稳定

等特点，因此，在特高压直流工程领域引入社

会资本受到普遍关注。

国家电网此次推出的白鹤滩-浙江±800

千伏高压直流工程项目，将以合资新设方式，拟

引进包括地方国有能源投资平台在内的社会资

本共同参与项目投资， 按照项目资本金需求和

各方出资比例共同设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建设

和后续运营。混改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将保持绝对控股地位。（下转A02版）

A07�市场扫描

北向资金加速入场

反弹有望持续

昨日两市上演久违的普涨行情， 当前A

股市场主要增量资金来源北向资金净流入金

额有所加大。MSCI扩容生效在即，外资还将

加速流入A股市场， 调整充分个股有可能成

为外资配置对象，A股市场在年底前应有一

波回升行情。

A05�公司新闻

獐子岛扇贝死亡劫

“海底银行”遭透支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探访獐子岛，

围绕“扇贝死亡” 真相，各方说法仍然是“迷

雾重重” 。 不过，也有岛民表示，由于过度养

殖和耙网方式， 近年来獐子岛海底生态严重

破坏，海底牧场变身海底“墓场” 。

破解“三约束”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央行再度释放有关货币政策重磅信号。

央行

11

月

19

日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

析座谈会。央行行长易纲强调，要继续强化逆

周期调节，增强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分析人士指出， 货币政策更加突出稳增

长这一当前重要任务， 围绕破解货币政策传

导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本约束、 流动性约束和

利率约束，更多逆周期调节举措有望出台。

会议指出， 宏观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仍面

临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局部性社会

信用收缩压力依然存在。 为此，会议强调，实

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加强

结构调整，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两加强”方向明确，点明今后一段时间

实施货币信贷政策的基调。其中，加强逆周期

调节， 呼应的是稳增长这一当前宏观调控重

要任务；加强结构调整，意在引导金融资源配

置到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以缓

解局部性社会信用收缩压力。

“两加强”的关键在于，用改革疏通货币政

策传导， 发挥好银行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

的关键作用。我国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为主导，

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中央

银行货币政策意图是否可以及时做出反应。 疏

通货币政策传导、 发挥货币信贷政策促结构调

整作用的关键主要在影响商业银行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 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

畅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两个下降”和“三个

约束”。 “两个下降”即从资金供需两方面看，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使有效融资需求有所下

降；风险偏好下降，制约商业银行供给资金意

愿。 “三个约束”即如前所述的资本约束、流动

性约束和利率约束。

在当前形势下，破解“三个约束”成为疏通

货币政策传导主要突破口。 为破解资本约束，

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补充资本。

今年以来， 商业银行掀起一轮资本补充大潮，

资本补充债券发行规模突破万亿元，创下新的

历史纪录。 这体现的是，多方共同破解资本约

束，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能力的意愿。 为破解流

动性约束， 央行重新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通

过降准、定向降准、中期借贷便利（

MLF

）、抵押

补充贷款（

PSL

）等多种工具手段保障流动性

合理充裕。 为破解利率约束，央行改革完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推动贷款利率“两轨

合一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破解“三个约束”，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

传导， 增强金融尤其是银行对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这三方面工作正同时推进，近期进一步

加大了力度。

破解“三个约束”需要相应货币政策操作

的配合。 为支持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

本，央行票据互换（

CBS

）操作力度可能继续

加大。 为保持流动性松紧适度， 兼顾结构调

整，央行可能继续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定向降

准、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和手段，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 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精准滴灌作用。 “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政策

框架存在继续优化的可能性。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更加明确、 重点更加

突出、手段更加精准，更多逆周期调节举措出

台值得期待， 年底央行继续开展大额

MLF

操

作也在预料之中，

PSL

投放规模有望增加，而

定向降准操作的窗口期也依然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