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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毫不松懈监控化解金融风险

积极稳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保持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不减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

席郭树清3月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 要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业的永恒主

题， 毫不松懈地监控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要

积极稳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21年，将保持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不减。

逐步把房地产问题解决好

郭树清表示， 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

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 银行业保险业风险从

快速发散转为逐步收敛， 一批重大问题隐患

“精准拆弹” ，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的底线。

他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

银保监会将以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突破，促进国民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郭树清介绍，银保监会将着力做好以下工

作：一是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

制，更加精准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先进制造、民

营企业、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重点

领域。 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固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理念，

培育发展更多专业化特色化金融机构，进一步

开发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银行产品，规范发展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保险服务。三是把防范风

险作为金融业的永恒主题，毫不松懈地监控和

化解各类金融风险，强化金融法治，完善长效

机制。 四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反

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确保金融创新在审

慎监管前提下进行。五是实施更深层次的金融

市场和机构改革， 推进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畅通要素循环，激发市场活力。 六是持之以恒

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开展金融反腐败斗争，加

强内部管理和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监管铁军。

郭树清指出， 房地产的问题在于金融化、

泡沫化倾向还比较强， 但是2020年房地产贷

款增速八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这个成

绩来之不易。 现在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城

市“一城一策” 推出房地产综合调控举措，目

的是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逐步把房地

产问题解决好。

“很多人买房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

资或者投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持有那么多

房产，将来如果市场价格下降，个人财产就会

有很大损失，贷款还不上，银行也收不回贷款

本金和利息，经济生活就会发生混乱。 所以必

须既积极又稳妥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 郭树清称。

不良资产处置大步推进

郭树清介绍，银行业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

大步推进，2017年至2020年累计处置不良贷

款8.8万亿元，超过之前12年总和。

展望2021年，他表示，将保持不良贷款处

置力度不减。 疫情发生以后，一些企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处于不正常状态，还款有困难，甚至

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面临破产重整或破产

清算，更没有能力偿还贷款。 所以不良贷款上

升是必然趋势。 2020年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已

经加大，全年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

对于今年不良贷款处置的安排，郭树清表

示：“现在没有一个明确指标，还在和各家银

行沟通， 看他们怎么估计自己银行的状况，

可能2021年需要处置的不良贷款还会增

长，甚至会延续到明年，因为有的贷款期限

比较长。 ”

郭树清强调，有信心、有能力把不良资

产处置处理好。 第一要加大力度，第二要稳

中求进，保证在经济和银行金融体系可承受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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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

绿色金融促低碳转型 服务科创谋未来发展

●本报记者 叶斯琦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王景武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在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引领下，商

业银行应积极发挥绿色金融促进生产生活

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作用， 走出一条

绿色金融发展道路。

王景武介绍，2021年，工商银行将深入

开展“制造业金融服务深化年” 行动，持续

加强制造业贷款的精准投放， 并从体制机

制、资源保障、产品创新等多个方面全面做

好科技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中国证券报： 围绕碳达峰、 碳中和目

标，商业银行应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王景武：在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引

领下，加快节能改造、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

用等绿色领域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商业银行

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要求，积极发挥绿色

金融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要作用，走出一条绿色金融发展道路。

一是坚定绿色发展理念不动摇。 将绿

色发展牢固融入公司治理、 经营战略和企

业文化之中， 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

识， 提高自身绿色金融服务供给能力和服

务质量， 有效加大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资金供给和支持力度， 切实履行社

会责任。

二是加大绿色领域支持力度。 充分发

挥金融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导向作

用，加大绿色交通、绿色建筑、资源循环利

用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快落后产能、污染

企业客户的融资退出。 推动绿色金融与普

惠、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等民生领域的有

效结合，激发更大的经济活力，更好地构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基础。

三是打造绿色金融创新先行。 现阶段，

绿色经济新模式不断涌现， 商业银行需紧

密结合国家经济形势和战略部署， 对接新

发展需求， 有效拓展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

广度和深度，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

色基金、碳金融等产品体系，推动服务模式

创新优化， 为企业提供贯穿初创期、 成长

期、成熟期、转型期的“全周期” 金融服务。

四是协同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加

大与环保部门的业务合作， 推进企业环境

信息互联互通，细化客户投融资绿色评级，

协同推进绿色信用体系建设。 积极参与绿

色金融领域国内外交流对话，加大在ESG、

环境信息披露、（下转A05版）

3月流动性以稳为主 定向降准可期

●本报记者 张勤峰

春节过后，市场资金面暖意融融。 步入3

月，流动性宽松态势不改，市场利率稳中有降。

分析人士称， 预计3月资金面将继续以稳为

主。 定向降准可能适时落地，但预计释放的资

金相对有限。

短期限利率下行明显

3月以来，货币市场利率稳中有降，短期

限利率下行明显。 2日，Shibor全线走低，隔夜

品种大幅下行约38个基点至1.78%，7天期品

种下行约6个基点至2.16%。 银行间市场上，隔

夜和7天期债券质押式回购利率同样大幅走

低，DR001跌约36个基点至1.76%，DR007跌

约11个基点至2.08%。

公开市场操作方面，2日， 央行继续开展

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与到期量相同。 2

月中旬以来，央行单日逆回购操作维持在100

亿元或200亿元的规模，同时，逆回购存量规

模降至不足千亿元，侧面印证了当前资金市场

较为平稳、资金面比较宽松。

安信证券池光胜团队测算，2月底金融机

构超储率回升至1.4%左右，加之春节后季节性

因素扰动减弱，为资金面稳定改善提供支持。

关注财政收支和季末考核

与2月相比， 市场对3月货币市场走向预

判的分歧要小得多。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3

月资金面将继续以稳为主，最大的扰动项料来

自于财政支出和季末考核，而两者在一定程度

上互为对冲。

机构预计，3月外汇占款规模变动不大，

现金回笼规模下降， 法定准备金补缴压力可

控。另外，目前来看，本月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

造成的回笼压力有限。 最新统计显示，3月央

行逆回购到期量为1000亿元， 另有1000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 在传统的流动性

供求影响因素中，财政收支及季末考核的影响

相对值得关注。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称，3月属

于财政“收少支多” 的月份，财政存款通常会

减少6000亿元左右。 考虑到今年3月政府债

券供给或有限，3月财政因素对资金面将比较

友好。

季末监管考核将对资金面施加一定压力，

实际影响需结合央行对冲操作判断。 近年来，

央行一般会在季月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

防范流动性大幅波动，此“惯例” 预计将在今

年得到延续。另外，季末财政支出力度较大，有

望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监管考核因素的影响。

明明预计，3月资金面将总体稳定。 从月

内看，交易人士预测，中旬资金面料有所收敛，

在3月底4月初恢复宽松， 全月呈现先松后紧

再回暖的特征。 分析人士提示，当前超储率并

不高， 春节后资金面宽松或已接近高峰水平，

DR007运行中枢进一步向下偏离政策利率的

可能性不大。（下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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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李书福：

修订行业标准适应电动汽车铁路运输

全国政协常委解学智：

发展供应链金融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张野：

构建证券市场民事赔偿责任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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