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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今年聚焦防风险攻坚战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 吴黎华）3
月 12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金融业今年
聚焦防风险攻坚战》的报道。
文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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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话题也得到了普遍关注。
来
自一行三会的监管人士、代表委员们普遍认
为，我国正在进入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阶
段，
防风险将是今后一段时间金融领域工作的
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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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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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中央在今年两会提案中建议，要改
革监管治理机制，完善统筹监管机制，避免监
管权力博弈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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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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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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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表示，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市场，
将来也都要双向开放，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
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
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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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千亿元增量资金将进 A 股
距 A 股正式被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
数仅剩两个多月的时间，逾千亿元的增量
资金早已在 A 股门外候场，基金公司也加
大了 MSCI 指数产品线的布局。步入 3 月
份，多家公募基金的 MSCI 指数产品已相继
获批，为 A 股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风口上
的投资渠道。
逾千亿元增量资金候场
上海证券研报指出，MSCI 将是今年上
半年的市场重要航标。A 股“入摩”的步伐
越来越近了。今年 3 月 1 日，
“MSCI 中国 A
股 指 数 ”更 名 为“MSCI 中 国 A 股 在 岸 指
数”，今年 6 月 1 日，A 股将正式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入摩”后，A 股市场将迎来至少 1000
亿元左右规模的增量资金。据路透社数据，
目前全球以 MSCI 指数为标的的资产规模
超过 10.5 万亿美元，前 100 位的全球顶级资
管人中有 97 位是 MSCI 服务的客户。而根
据 MSCI 规划的进度，中国 A 股市场最终将
全部被纳入到新兴市场指数，中长期来看
将带来约 2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增量资金。
据招商基金统计，从国际经验来看，韩

国、俄罗斯等 13 个国家纳入 MSCI 后的半
年和一年后，平均上涨幅度为 8%和 27%。
这也意味着，国际长期资金进入，将有望为
A 股市场提供新的上涨动能。
上海证券分析认为，外资持股飞速增
长和 A 股市场的投资风格发生的巨大转变
之间具有非常关键的联系。外资在 A 股市
场过去一年的风格转变中起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并且对 A 股市场的影响力也会越来
越多，
“MSCI”成分股中的行业龙头的市场
关注度将进一步提升。
在券商人士看来，A 股被纳入 MSCI 指
数后，市场中长期配置资金的比例将有所
提高，将带来更加注重价值投资、长期投资
的理念，这对于国内权益市场的配置功能
会起到正向积极作用。
近期多只相关基金获批
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如何站在风
口上分享 A 股“入摩”的利好呢？业内人士
建议，可以借道相关的指数基金布局。
据悉，面对新的市场机遇，
“嗅觉”敏锐
的公募基金已提早对相关产品进行了“跑
马圈地”，早在去年 11 月，招商基金已经申

9 家中企去年在纽交所上市
新华社纽约 3 月 10 日电（记者徐兴堂 张默成）纽
约证券交易所高管近日透露，2017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非美国公司共有 35 家，其中 9 家来自中国，数
量在所有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中最多。
纽交所国际资本市场总监亚历克斯·易卜拉欣表
示，迄今已有 87 家中国企业在纽交所上市，类型包括
大型国企、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总市值超万亿美
元。他认为，2018 年中国企业在纽交所上市的强劲势
头有望持续。
易卜拉欣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选择在
美国上市，在纽交所挂牌的非美国公司数量已超 500
家。今年 1 月，
就有 5 家非美国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他表示，除中国外，拉丁美洲、加拿大和欧洲也是
上市新公司重要海外来源地。
纽交所上市服务部副总裁克里斯·泰勒告诉媒体，
去年共有 89 家公司在纽交所上市，融资总额达 310 亿
美元。根据泰勒提供的数据，纽交所现有 45 个国家
2300 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 25 万亿美元。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7.540
13.160
13.320
8.180
5.550
11.320
12.380
6.480

0.00
+1.48
+0.84
+3.42
+2.00
0.00
+4.04
0.00
+1.41

0
267995
10167
521678
21462
0
110869
0
16920

排行榜
沪市
昨日 排行榜

昨日

报了首只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指数基金。
而根据证监会 3 月 5 日最新公布的《基
金募集申请核准进度公布表》显示，包括华
夏、
易方达、
南方、
招商、
华安、
景顺长城等多
家大中型基金公司共计提交了 23 只 MSCI
指数基金的审批申请。其中，平安大华和景
顺长城提交的产品数量最多，
各有4只。
随着 A 股纳入 MSCI 指数的时间临近，
今年以来，已有不少 MSCI 指数基金相继获
批。2 月 5 日，华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和平安大华 MSCI 中
国 A 股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获
批，3 月 1 日，华安 MSCI 中国 A 股国际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获批。此外，3
月 8 日，南方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ETF 及
联接基金获批，招商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指数型基金则于 3 月 9 日正式获批。
记者了解到，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指数涵盖了 A 股市场众多优质大盘蓝筹
股，主要集中在 A 股主板大市值的金融、
地产、消费、科技四大板块的行业龙头，
兼顾蓝筹和价值成长双轮驱动，将是未来
外资流入的主要标的股。 据《羊城晚报》

A 股继续放量上涨

创业板指数一度突破 1900 点大关
新华社上海 3 月 12 日电（记者
桑彤）继上周五大幅上涨后，本周
第一个交易日，A 股市场继续放量
上涨，呈现普涨格局。创业板指数
一度突破 1900 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 3319.21 点小
幅高开，一路高位震荡盘整，最终
收报 3326.70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19.53 点，
涨幅为 0.59%。
深证成指收报 11326.27 点，涨
131.36 点，
涨幅为 1.17%。
“中小创”涨幅也逾 1%。创业
板指数当日收报 1882.41 点，涨幅为
1.40%。中小板指数涨 1.52%，收盘
报 7781.58 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

名称
江南化工
大冷股份
万讯自控
麦达数字
湖北广电
精准信息

名称
游久游戏
利群股份
七一二
正泰电器
科森科技
华菱精工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7.10
5.69
10.84
10.08
11.62
6.80

10.08
10.06
10.05
10.04
10.04
10.03

*ST 东数
荣盛发展
招商蛇口
阳光城
明阳电路
全新好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8.10
10.74
17.01
26.36
27.49
28.37

10.05
10.04
10.03
10.02
10.00
10.00

富控互动
新城控股
华夏幸福
保利地产
韩建河山
蓝光发展

品 种 为 2853 只 ，下 跌 品 种 为 401
只。不计算 ST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
逾 60 只个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小金属、无
人零售、储能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2%；雄安地产、特色小镇、房屋租赁
跌幅居前，
跌幅都在 1%以上。
当日，沪深 B 指涨幅也逾 1%。
上证 B 指涨 1.83%至 336.78 点，深证
B 指涨 1.17%至 1189.41 点。
伴随股市上涨，沪深两市成交
量有所放大，分别成交 2478 亿元和
3592 亿元，总计逾 6000 亿元。

深沪大势分析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9.63
10.91
22.04
8.49
44.61
14.90

-5.03
-4.80
-4.09
-3.52
-3.23
-2.99

京东方Ａ
乐视网
格林美
华仁药业
东方财富
网宿科技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17.48
34.95
36.12
14.57
19.56
10.26

-9.99
-9.60
-5.12
-4.46
-3.36
-3.12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紫金矿业
洛阳钼业
中国铝业
建设银行

收盘价 成交额（万）
6.06
5.60
7.61
7.46
15.15
14.10

575636
148498
194756
155858
307767
258640

收盘价 成交额（万）
4.03
6.48
4.81
8.85
5.36
8.15

258851
289085
199345
339073
198832
181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