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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严防影子银行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陈莹莹

中国银保监会网站23日消息，银保监会日

前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进一步落实落

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聚焦暂时遇困但仍有前

景的企业，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防止“僵尸企

业” 搭便车；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

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

重来。

会议强调， 要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

次全会部署，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化

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 坚决惩治重大金融风险

背后的腐败问题。 坚持查清问题、防控风险、追

赃挽损、弥补短板、重塑生态“五位一体” 协同

推进， 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紧盯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

全面推进廉政风险排查防控， 规范系统工作人

员个人投融资行为。 深化落实巡视审计工作任

务，将政治监督持续推向深入。 坚持纠“四风”

和树新风并举，驰而不息整治“四风” ，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 深化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推进监督执纪问责制度建设，加

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会议提出，要紧扣“六稳”“六保” 要求，

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结

合起来， 全力以赴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

环，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落

实落细各项金融纾困政策，聚焦暂时遇困但仍

有前景的企业，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防止“僵尸

企业” 搭便车。综合采取坚决整治不当收费、合

理降低费率、加大贷款优惠等措施，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

让利1.5万亿元。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精准支持国家重大

区域发展战略和“两新一重” 项目建设，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底线。 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

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

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

险抵御能力。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

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

来。确保如期完成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实现风险

出清。 依法依规处置不法金融集团和重大风险

事件，进一步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发挥社会公

众监督作用，丰富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加大惩治

力度，提升处罚效率。 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立

足国内做好自己的事情，争取战略主动，做好长

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充分准备。

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

治理，从制度上组织上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

理各环节。 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加强股东

资质审查，实施股东入股“承诺制” ，对违法违

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 强化“两会一

层” 履职监督，督促提升董事专业性独立性，强

化监事会依法独立行使监督职责， 加强高管层

履职行为规范。 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范围和内

容，建立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公开常态化机制，强

化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 抓住机遇、主动作为，

压实相关各方责任， 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

资金来源，加快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农

村信用社改革，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保持地方

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 尤其要保持农信社或农

商行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 进一步优化保险

监管机制，加快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强化保险在

灾害防护体系中的作用， 加快发展巨灾保险，

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扩大试点。

货币调控“修渠引流” 助力经济稳增长

□

本报记者 彭扬

随着经济呈现稳定向好态势，货币调控走

向备受市场关注。 预计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

策将更趋灵活，在“量”“价”适度基础上，根据

形势变化及时调整， 做好定向支持和前瞻应

对，为实体经济健康运行夯实基础。

首先，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保持“量”“价”

适度。 一方面，调控要维持一定的力度，保证实

体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总体需求，同时持续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另一方面，调控要避免用

力过猛，以更好匹配实体经济发展。

当前，经济整体向好，考虑到货币调控实

施见效存在一定时滞，不妨让之前打出的“子

弹”再飞一会，不必急于启动更多措施，进一

步压减套利空间、 防范资源错配等现象发

生。 为应对未来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要预

留必要的政策空间。 一段时间以来，监管部

门反复强调要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此前

为应对疫情出台的一些特殊的、 阶段性的货

币政策工具会根据形势适时退出， 避免留下

“后遗症”。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严峻

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留有充足的货币政策

空间非常有必要，以应对经济运行中可能出

现的困难。

其次， 应继续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

此前央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

工具与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持

续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政策的针对性和

含金量。可以预期的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将不断发挥引导作用，提升货币政策传导

效率。

再次，应不断优化信贷结构，运用多种方

式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当前“六稳”“六保”工

作持续推进，也面临不少挑战，金融系统需要

不断加大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 在信

贷结构方面，提高商业银行对制造业等领域贷

款的重视程度。 同时，在“两新一重”等重点领

域发力，将更多金融资源倾注于实体经济的薄

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此外，需前瞻性地防控风险，风险应对要

走在市场曲线之前。今年以来，央行三次降准，

新增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1.8

万亿元，向市场投放

了合理充裕的流动性。 监管部门应强化预判，

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

险的关系。

护航债券兑付

千亿级央企信用保障基金设立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7月23日，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31家中央企业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央企信用保障

基金。 该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规模100

亿元，以市场化方式募集设立，是专项用于化解

和处置央企债券风险的备用资金。 该基金将按

照“有限救助、应急保障、风险可控、市场运作”

原则运作管理，主动防范化解央企债券风险，提

升央企整体信用，保障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增强资本市场对央企信心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袁野表

示，通过设立央企信用保障基金，建立常态化、

规范化、 市场化央企债券兑付风险化解机制，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央企资金链，牢牢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主动作为、防范化解

央企债券兑付风险的先手和实招，对于增强中

央企业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实现

央企信用叠加和放大，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

央企的信心，支持中央企业在国内债券市场融

资，降低融资成本，为中央企业带头实现恢复

性增长、加快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实现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国新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渝波表示，央

企信用保障基金的设立恰逢其时、意义重大。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

严峻， 中央企业经营发展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

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国新作为基金受托管理

主体，将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支持指导下，重点做

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市场化做好基金运营，有效

发挥央企信用保障基金功能作用。 按照“有限

救助、应急保障、风险可控、市场运作” 原则，建

立债券违约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明确基金申请、

使用程序和处置方式。 二是专业化做好基金管

理，切实保障央企信用、保障基金出资人权益。

治理机制上， 发挥基金咨询委员会和理事会重

要作用；资金管理上，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存放、

运作，确保资金安全可流动；权益保障上，按比

例及时、 全额向有关出资央企分配发放基金收

益， 确保良好回报。 三是探索丰富服务保障方

式，不断扩大基金公信力和影响力，发挥好央企

信用保障基金“应急” 和“增信”双重作用。

违约少见 风险较低

央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骨干

力量，也是我国债券市场重要参与者。

“成立央企信用保障基金有望进一步提升

央企信用资质，对于央企债券来说构成利好。”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员明明表示，目前

存量央企债券中， 主体评级为AAA级的有

5090只，数量占全部央企债券的75.82%。 总的

来看，央企债券信用风险较低，但作为国有经

济的“基本盘” ，在防风险方面更应防微杜渐，

降到最低。

“信用保障基金的设立有助于中央企业防

范和化解债券风险， 帮助企业渡过短期难关，

共谋长远发展。 ” 国家电网总会计师罗乾宜表

示， 国家电网集团将积极响应国资委号召，积

极参与到包括信用保障基金在内的国资委各

项重大专项工作中。

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表示，央企信用保

障基金是一项具有开拓性、 前瞻性的工作，为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了一道有效屏障，对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和深远影响。下一

步， 工商银行将继续与中央企业勠力同心、精

诚合作， 为中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经济健康可持续

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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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国在海南岛东北海岸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

测器发射升空，飞行

2000

多秒后，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新华社图文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成功发射

“两桶油” 油气管道等资产

拟售国家管网集团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将加快发布

6月国企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同比增速转正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财政部网站23日消息，6月，全国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年内首次实现月

度同比增长。其中，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0%。 1月至6月主要经

济效益指标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 经济运行回升

态势进一步巩固。

具体而言，营业总收入方面，6月，国有企业营

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7.1%。 1月至6月，营业

总收入279537.3亿元，同比下降4.9%，较1月至5

月降幅收窄 2.8个百分点。 其中， 中央企业

158965.9亿元， 同比下降6.8%； 地方国有企业

120571.4亿元，同比下降2.4%。

利润总额方面，6月， 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较去

年同期增长6.0%。 1月至6月，利润总额11225.3亿

元，同比下降38.8%，较1月至5月降幅收窄13.9个

百分点。 其中， 中央企业7820.6亿元， 同比下降

35.6%； 地方国有企业3404.7亿元， 同比下降

44.9%。

净利润方面，6月， 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较去

年同期增长7.5%。 1月至6月，税后净利润7546.6

亿元，同比下降44.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3595.9亿元。 其中， 中央企业税后净利润

5509.1亿元，同比下降39.4%；地方国有企业税后

净利润2037.5亿元，同比下降55.1%。

资产负债率方面，6月末，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率64.6%，提高0.3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企业资产

负债率67.7%，与上年同期持平；地方国有企业资

产负债率62.5%，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延伸阅读

央企“固链补链强链”

经济稳定器显效

按照国资委的要求，下半年，央企着力

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突出科技创新，

全力“固链、补链、强链” ，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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