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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固收监管及重大经济金融政策双周报：一行三会

外管局 2018年工作会议都说了什么？（1.23-2.12）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本次双周报的期间，一行三会外管局均召开 2018年工作会议，总结 2017

年主要工作，部署 2018 年工作重点，综合来看，会议精神依然是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的延续，我们分别进行了一一归纳和整理。此外，《中国

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 年）》公布，进一步显示了金融监管的效果；

重要经济金融政策及监管层态度方面：主要有人民银行 2 月 9 日对银行

体系流动性的表态；国办发布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公共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等等。我们就比较重要的政策内容和点评列举如下： 

1、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认为三大看点值得关

注：第一，将制定顶层规划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还提到，加快制定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

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第二，首提宅基地“三

权分臵”。第三，农业供给侧改革仍是主线。 

2、银监会召开 2018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1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国银监会召开 2018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总结回顾 2017 年工作，研究分析当前形势，安

排部署 2018 年工作。2017 年，在全年贷款新增 12.6%的情况下，银行

业总资产只增长 8.7%。这表明，银行业“拼规模”的传统发展方式正在

转变，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已现端倪。近期，各家银行 2018 年工作

会议相继召开，在部署今年的重点工作时，“高质量发展”成为银行业

改革发展关键词。 

3、2018 年 2月 9 日，经历当周股市接连大跌后，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

务操作室负责人就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形势和公开市场操作有关情况

接受了《金融时报》记者采访。针对市场对春节后流动性的担忧，央行

回复为：金融机构 CRA 到期节奏与现金回笼大体匹配，二者可以基本对

冲。同时，节前节后人民银行将继续灵活搭配工具组合，维护流动性合

理稳定。一是继续开展 MLF 操作补充中长期流动性，适当加大增量；二

是适时开展逆回购操作，合理搭配期限组合补充流动性，提高跨季资金

供应的比重。我们认为这一答复安抚了市场对于春节后流动性收紧的担

忧。我们也一再认为流动性对于目前债市并不是主要矛盾，随着监管逐

步落地和规范，事实上当未来央行在货币上有所放松，也能够保证资金

流入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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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管及重大经济金融政策概览 

日期 部门 主要内容 重要性 

1.26  

银监会 银监会召开 2018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 *** 

证监会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就防范市场风险、严厉打击操纵市场、维护

市场秩序答记者问 

* 

保监会 发布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情况的通告 * 

1.28  证监会 中国资本市场新闻报道主题座谈会在京召开 * 

1.29 保监会 
保险资金运用贯彻落实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培训会议在

厦门召开 

** 

1.30  
人民银行、银

监会 

针对欧盟拟出台的中间母公司监管新规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及

欧盟委员会递交了联合意见书 

* 

1.31  

证监会 证监会系统 2018 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财政部 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 * 

财政部 印发《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规则》 * 

2.1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公布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 ** 

2.2 

银行业理财

登记托管中

心 

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 年）》 

** 

2.3 沪深交易所 监管层召开培训会 明确股权质押十大问题 ** 

2.4 中共中央 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2.6 
人民银行 

外管局 

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8 年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 

2.7 国务院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利用市场化债转股降杠杆 ** 

2.8 
国务院办公

厅 

国办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方案》 

*** 

2.8 银监局 

北京银监局召开 2018 年北京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要求，

压缩同业投资特别是特定目的载体（SPV）投资规模，按照“穿透式”

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风险管理，禁止违规多层嵌套，禁止

隐匿资金来源、底层资产和最终投向，禁止违规通过同业业务充当

他行资金管理“通道” 

** 

2.9 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负责人就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形势和

公开市场操作有关情况接受了《金融时报》记者采访，认为银行体

系流动性保持合理稳定 

*** 

2.9 证监会 

证监会私募部近日向各地证监局发送《关于开展 2018 年私募基金专

项检查工作的通知》，“集团化跨辖区私募机构、管理非标债权的

私募机构、其他存在问题风险线索的私募机构”这三类私募机构纳

入重点检查对象范围 

** 

2.9 银监会 银监会发布 2017 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 

2.11 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发布文章《以矩阵式管理充实金融委

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最优方案》，指出：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以

矩阵式管理充实金融委，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平衡改革迫

切性和复杂性基础上，反复权衡利弊得到的最优方案 

*** 

2.11 银监会 银监会就《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公开征求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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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监管政策点评 

2.1. 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三、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四、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五、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六、加

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七、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塑造美

丽乡村新风貌；八、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九、推进体制机

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十、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十一、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十二、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

工作的领导。 

文件链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点评：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认为三大看点值得关注：

第一，将制定顶层规划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还提到，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

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

用地等扶持政策。第二，首提宅基地“三权分臵”。第三，农业供给侧改革仍是主

线。 

 

2.2. 银监会召开 2018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 
1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国银监会召开 2018 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总结回顾 2017 年工作，研究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

2018 年工作。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2017 年，银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推动

银行业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入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着力防范化解银行业风

险，依法处理不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大力补齐监管制度短板，进一步深化

银行业改革，持续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会议提到了四点积极变化：一是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已现端倪，在全年新

增贷款 12.6%的情况下，银行业总资产只增长 8.7%。二是脱实向虚势头得到初步遏

制，商业银行同业资产负债自 2010 年来首次收缩，同业理财比年初净减少 3.4 万亿

元。银行理财少增 5 万多亿元，通过“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少增约 10 万亿元。表外

业务总规模增速逐月回落。三是风险合规经营意识得到加强，违法违规和监管套利

大幅减少，经营行为趋于理性规范，100 多家银行主动“缩表”。四是强监管严监

管的态势基本形成，监管的震慑作用明显提升。 

2018 年，银行业改革、发展与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全面

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推动银行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坚决防止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持。 

文件链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9C6447BBF00748DA964B45AF9A0765EE.html  

点评：2017 年，在全年贷款新增 12.6%的情况下，银行业总资产只增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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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银行业“拼规模”的传统发展方式正在转变，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已现

端倪。近期，各家银行 2018 年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在部署今年的重点工作时，“高

质量发展”成为银行业改革发展关键词。 

 

2.3.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负责人就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形势

和公开市场操作有关情况接受了《金融时报》记者采访 
2018 年 2月 9 日，经历当周股市接连大跌后，人民银行就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

予以回复。主要内容如下： 

央行认为，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了合理稳定。针对岁末年初现金投放、缴

准、缴税等影响流动性因素较多的季节性特征，人民银行前瞻预判，提前谋划，有

机搭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加强预期管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和货币市

场平稳运行。一是创设“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1 月中旬以来金融机构有

序动用 CRA 累计释放流动性近 2 万亿元，从规模和节奏两方面平稳对冲春节前现金

投放的影响；二是 1 月 25 日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落地，释放流动性约 4500 亿元，在

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有效补充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三是开

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3980 亿元，开展抵押补充贷款操作（PSL）1263 亿元，

对冲到期后净投放中长期流动性 1805 亿元。 

针对市场对春节后流动性的担忧，央行回复为：虽然春节后将迎来中期借贷便

利（MLF）到期、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到期和 2 月份税期，但由于金融机构

CRA 到期节奏与现金回笼大体匹配，二者可以基本对冲。同时，节前节后人民银行

将继续灵活搭配工具组合，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一是继续开展 MLF 操作补充中长

期流动性，适当加大增量；二是适时开展逆回购操作，合理搭配期限组合补充流动

性，提高跨季资金供应的比重。 

文件链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481030/index.html 

点评：总体来看，人民银行仍在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按照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合理把握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之间的平衡，掌控好流动性尺度，

加强预调微调和监管协调，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我

们认为这一答复安抚了市场对于春节后流动性收紧的担忧。我们也一再认为流动性

对于目前债市并不是主要矛盾，随着监管逐步落地和规范，事实上当未来央行在货

币上有所放松，也能够保证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那么监管的目的也就部分的达到了。 

2.4.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2018 年 1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此消息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在

财政部网站公示。 

其主要内容包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财政事权划分由中央决定，坚持

保障标准合理适度，坚持差别化分担，坚持积极稳妥推进，力争到 2020 年，逐步建

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

制。 

一是将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的

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基本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列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

政事权范围。二是制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国家基础标准。参照现行财政保障或中央

补助标准，制定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免费提供教科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

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等 9 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国家基础标准。三是规

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主要实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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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按比例分担。四是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设立共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移支付，

对共同财政事权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予以优先保障。 

文件链接：

http://ys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802/t20180208_2810463.html 

点评：正如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所述，其意义一是标志着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对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快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方

案》中的事项都涉及基本民生，支出稳定性强，率先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

权，规范相关保障标准和分担比例，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稳定性，更好地兜牢民生底

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三是通过设立共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

移支付，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再配合相关预算管理措施，对这些重点

民生项目予以优先保障，有利于提高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

力。四是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推动解决中央与地方部分财政事权不

够清晰明确、责任落实不到位，甚至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促进财政事权划分的

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 

从对债市影响来说，我们认为对城投债影响相对最大。毕竟“城投信仰”的弱

化，一方面是中央“堵偏门”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财力（尤其是

市县级），难以支撑还本付息。《方案》中，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

领域支出的支持，也就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剩余可支配财力。对于提升地方政府仍有

意愿支持的城投公司还款能力是有利的。 

3. 其他经济金融政策及新闻简介 

3.1. 中国人民银行及外管局 

3.1.1. 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召开 

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 2月 5 日至 6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7 年工作，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部署 2018 年工作。 

会议提出了 2018 年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综合运用

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

合理增长。进一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做好军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金融服务，大

力推进深度贫困地区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二是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风

险研判及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臵体系。进一步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三是稳妥

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金融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探索利率走廊机制，

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的基本稳定。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四是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准入和信息披露的分类统一，完善债券违约处

臵机制。扩大债券市场双向开放。完善住房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住房租赁金融支持

体系。建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五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六是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和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七是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

革。八是全面提高金融服务与管理水平。九是持续加强内部管理。 

文件链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477738/index.html 

3.1.2. 2018 年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中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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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过去 5 年外汇管理各项工作，深入

分析当前外汇市场形势及外汇领域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外汇管理改革思路和工作任务。 

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 5 年的成就和经验。一是坚持外汇管理改革

创新，“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取得新

进展，外汇市场开放程度和竞争力迈上新台阶，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

提升。二是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外汇市场微观监

管框架在探索中不断完善。保持对外汇违法违规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维护健康有

序的外汇市场秩序。三是外汇储备在保持安全、流动基础上实现了保值增值，同时

服务国家战略，有力支持了“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四是坚定不移全面

从严治党，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

取得新成效，外汇管理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会议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外汇管理重点工作。一是坚定不移贯彻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建设一支政治

可靠、作风过硬、业务精良的人才队伍，为外汇管理服务改革开放提供政治保证和

专业支撑。二是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支持外贸创新发展，

稳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外汇管理试点。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保护外商

投资合法权益，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丰富交易工具，扩大参

与主体，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加强风险教育，引导市场主体树

立风险中性意识，重视汇率风险管理，管控外部冲击风险。三是强化外汇市场监管

能力建设。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

与微观市场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体系，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控跨境资本流动，

微观监管政策依法依规维护外汇市场秩序，保持执法标准跨周期的稳定性、一致性

和可预测性，严厉打击各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

管理法律法规，强化国际收支统计基础工作，打造“数字外管”平台，筑牢“安全

外管”体系。五是加强外汇储备运营能力建设。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

合作等国家战略，确保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文件链接：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ut/p/c5/04_SB8K8xLLM9MSSzPy8xBz9CP0os3gPZxdnX

293QwML7zALA09P02Bnr1BvI2c_E_1wkA6zeGd3Rw8Tcx8DAwsTdwMDTxMnfz8P50BDA09jiLwBDuBooO_nk

Z-bql-QnZ3m6KioCACk6Xh-/dl3/d3/L2dJQSEvUUt3QS9ZQnZ3LzZfSENEQ01LRzEwODRJQzBJSUpRRUpKS

DEySTI!/?WCM_GLOBAL_CONTEXT=/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whxw/ywfb/tpxw/

174b87804458fbaebbb2fbec0e911aeb 

3.2. 国务院 

3.2.1.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 

2 月 7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继续把国企作为重中之重，结合国企改革、

去产能、降成本等举措，进一步推动降杠杆。一是出台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支

持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充实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完善企

业债务重组政策，解决“僵尸企业”破产费用保障问题，建立政府、企业、银行依

法合理分担损失机制。三是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制定筹措稳定的

中长期低成本股权投资资金的办法。研究依托资本市场开展转股资产交易。四是加

强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力量，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新设实施机构。五

是规范引导市场化债转股项目提高质量，推动已经签订的债转股协议金额尽早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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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证监会 
3.3.1.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防范市场风险、严厉打击操纵市场、维护市场秩序答

记者问 

主要问答内容为： 

问：有媒体报道，针对近期市场概念炒作和市场操纵露头情况，证监会一直保

持严密监控，将严厉打击其中存在的违法违规情况。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答：我会已关注到相关报道。根据市场监控系统报告，近期，部分板块、一些

个股异常交易特征明显，股价呈现快速上涨态势，涉嫌存在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可能积聚市场风险。对此，证监会稽查部门高度重视，已经密

切关注借势炒作高价股、概念股、热点股等突出问题，对于存在涉嫌操纵市场行为

的，执法部门将坚决出“重拳”打击。 

2017 年，证监会立案调查 38 起市场操纵案件，专门针对恶性操纵市场行为集

中部署了专项执法行动，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前期，我会已对马永威操纵“福达股

份”案、廖国沛操纵“桐君阁”等 15 只股票价格案等多起案件作出严肃处理。近日，

我会又对某公司涉嫌操纵“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胜股份”3 只次新股

违法案，相关主体涉嫌滥用信息优势合谋操纵“大连电瓷”违法案等多起恶性案件

作出处罚事先告知，后续将依法严肃处理。近期，相关主体涉嫌操纵“柘中股份”

等 17 只股票、涉案金额合计高达 65 亿元的一批重大案件已陆续进入处罚审理环节，

相关主体涉嫌操纵数十只股票价格的多起典型案件正在依法展开调查。 

总体看，经过持续严厉打击市场操纵违法行为，维护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

序，促进了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理念。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

市场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始终保持对操纵行为等各类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坚决

查处肆意妄为、逃避监管、影响恶劣的机构和个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市场风险的

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证监会也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跟

风炒作，坚持价值投资，免受不法行为侵害。 

文件链接：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1801/t20180126_333286.html 

3.3.2. 证监会系统 2018 年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日前，证监会系统 2018 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本市场的一系

列指示批示精神，总结 2017 年主要工作，研究部署 2018 年重点任务。证监会党委

书记、主席刘士余代表党委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强调，证监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始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全面推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2018 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为根本使命，切实抓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和深化改革三大任务，按

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会议要求，全系统上下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坚持以政治

建设为统领，努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人才队伍，持之以恒地修炼“八种本

领”，为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专业本领支撑。要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强股市、债市、期货市场风险监测

和应对能力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为导向，吸收国际资本市场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与方法，改革发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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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

力度。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深化新三板改革，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

规范发展，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引导期货与衍生品市场健康发展。以深

化改革和扩大双向开放促进各类市场主体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大力推进监管智

能化科技化。持续强化稽查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把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文件链接：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1801/t20180131_333484.html 

3.4. 银监会 

3.4.1. 银监会称继续压缩同业投资，逐步压缩银信类通道业务 

中证报援引银监会负责人称，今年银监会将持续抓好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工作，

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压缩同业投资、对委外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

同时，严格规范交叉金融产品，推动银行及早开始理财业务转型，逐步压缩银信类

通道业务。 

3.4.2. 银监会发布 2017 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银监会发布 2017 年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当前银行业运行稳健，风险可控，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一步提升。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 2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增速较上年末下降 7.1 个百分点。其中，各项贷款 1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

总负债 2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其中,各项存款 1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75%，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一级资本充足率

为 11.35%，较上年末上升 0.1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 13.65%，较上年末上升 0.37

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 0.92%，资本利润率为 12.56%。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1.71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 1.74%；关注类贷款余额 3.41

万亿元，关注类贷款率 3.49%。 

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3.09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268 亿元；拨备覆

盖率为 181.42%，较上年末上升 5.02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 3.16%，较上年末上

升 0.09 个百分点。 

银行业流动性充足，流动性比例为 50.03%，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为 2.02%，存

贷款比例为 70.55%，流动性覆盖率为 123.26%。 

普惠金融力度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余额均达到

31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1%和 9.6%。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同比增长 42.3%，高

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29.9 个百分点。 

文件链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D4B5FFABD3024CBF8CB99E0ACFF67F46.html 

3.4.3. 中国银监会就《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公开征求意见 

2018 年 2 月 11 日，银监会就《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公开

征求意见。 

该公开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明确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治理架构；二是规范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制度建设；三

是加强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外部监管。 

公开征求意见稿首次从规范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角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了

系统性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本机

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承担主体责任；二是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

治理架构，应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相关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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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从业人员行为管理中的职责分工；三是从行为守则和行为细则的制定、从业人

员行为的日常教育和管理、招聘和晋升中对行为的要求、以及对不当行为的举报和

处理等方面规范了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制度要求；四是从监管报告、日常监管、信

息报送等方面完善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的监

管要求。 

文件链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D20F4C49D29D4E4CAB1A66C017B0459F.html 

3.5. 保监会 
3.5.1. 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情况的通告 

为了进一步深化保险监管改革，完善保险资金运用机制，提升保险业服务经济

社会能力，保监会对《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行

了修改，形成《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8

日至 31 日通过保监会官方网站，以及 2016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5 日通过“中国政府

法制信息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期间，我会通过网络、传真、信件等方式收到各类反馈意见近 20 条，

各界对于该部规章的修改给予了较高评价，普遍认为《暂行办法》的修改工作有利

于加大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体现“监管姓监”理念，加强保险资金运用风

险防范。各界对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保险资金运用的管理模式，

以及保险资金投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等方面。我们对各方意见

均认真研究梳理，充分吸收采纳。在此，对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文件链接：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4/info4097271.htm 

3.5.2. 保险资金运用贯彻落实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培训会议在厦门召

开 

2018 年 1 月 29 日，保险资金运用贯彻落实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培

训会议在厦门召开。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出席会议并作主题辅导报告。 

陈文辉指出，过去一段时间行业有的公司激进经营和高风险偏好，把保险公司

异化为融资平台，脱离保险保障功能；有的公司对财务投资和控股投资认识不清，

不顾保险资金运用规律，为实现控制权不惜成本、不计代价。保险资金要培育审慎

稳健的投资文化。投资标的应当以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股权等非固定收益类产品

为辅；股权投资应当以财务投资为主、战略投资为辅；即使进行战略投资，也应当

以参股为主。 

文件链接：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097745.htm 

3.6. 财政部 
3.6.1. 财政部：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为规范土地储备管理行为，加强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根据《预算法》、《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等有关规定，

财政部制定了《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 

文件链接：

http://zh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1/t20180131_2804187.html 

3.6.2.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规则》的

通知 

为规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行为，促进中央国库现金管

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健康发展，财政部制定了《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

期存款招投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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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链接：

http://gks.mof.gov.cn/zhengfuxinxi/gongzuodongtai/201801/t20180125_2800162.html 

3.6.3. 财政部关于公布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财金

„2018‟8 号） 

2018 年 2月 1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第四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名

单的通知。涉及投资额 7588 亿元，少于第三批合作示范项目。通知中重点提到要优

先选择民营企业进行合作。其中需要关注的内容包括： 

一、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在有关部委、省级财政部门申报的 1226 个项目中，

确定北京市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北京段）PPP 项目等 396 个项目作为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详见附件），涉及投资额 7588 亿元。 

二、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与工商业联合会的沟通协调，积极推动示范项目与中

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民营企业进行合作对接。尚未签约的项目应坚持公开竞争性

方式选择社会资本，保障各类社会资本平等参与，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合

作。中央财政将在安排 PPP 项目以奖代补资金时对民营企业参与的项目给予优先支

持，并加强案例宣传、经验分享和模式推广，进一步发挥示范项目对民营企业参与

的引导带动作用。 

文件链接：http://jrs.mof.gov.cn/ppp/gzdtppp/201802/t20180206_2806270.html 

 

3.7. 其他机构 
3.7.1.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 年）》 

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最新公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 (2017

年)》，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 562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理财产品，理财

产品数 9.35 万只；理财产品存续余额 29.54 万亿元，其中，金融同业类产品规模较

年初下降 3.40 万亿元，降幅为 51.13%。 

总体来看，银行理财市场呈现如下趋势：理财产品增速下降；同业理财规模与

占比较年初“双降”；理财资产配臵以标准化资产为主；新发行理财产品以低风险

等级为主。 

文件链接：https://www.chinawealth.com.cn/zzlc/xwgg/20180202/2127184.shtml 

3.7.2. 沪深交易所监管层召开培训会，明确股权质押十大问题 

根据券商中国 2018 年 2 月 3 日消息，沪深交易所召开培训会，明确股权质押

是大问题：1、明确“新老划断”原则以及新规过渡期间的衔接安排；2、证券公司

不得作为质权人参与场外股权质押；3、禁止证券公司为场外股权质押提供第三方服

务；4、质押股触及平仓线不会被立即平仓，券商不会立即处臵，而是会与客户积极

沟通；5、如果股东无力追保，质押实际逾期，券商要按流程办理；6、券商平仓应

遵循减持最新规定，通过竞价减持的，在 3 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 1%，大宗交易不

超过总股本的 2%；7、在过渡期间参考新规展业，不得趁机实施“规模冲刺；8、通

过定向资管计划参与场外股权质押的，质押人应登记为委托人；9、明确要求严禁新

增大集合参与股票质押交易，存量业务融资规模不得增加；10、质押比例超过 50%

个股，存量场内质押到期可继续展期，回购期限不能超过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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