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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发出稳定金融市场强音符  

“维稳”提至新高度 
【参考信息】  

 在国际市场动荡、国内经济运行遇到新的压力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之时，中

国政府高层发出了稳定市场预期的强音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明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在坚持区间调控基础上，见微知著，灵活施策，以更精准的定

向调控、相机调控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以更有力的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以

更有效地抓落实巩固向好势头，稳定市场预期，做好政策储备，确保完成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李克强还特别强调，“金融稳定事关经济全局。”在此次国务院专题会上，中

国政府高层明确释放出稳定汇率的决心，引发市场关注。李克强指出，近期完

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是顺应国际金融市场走势的合理举措，但人民

币汇率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可以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8月 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8月

28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3986，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99个基点，

上涨幅度达 0.15%，为半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也结束此前连续三日下跌态势。此

次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的时点正好是在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资本

市场动荡之时，若主动贬值后强化了贬值预期，引发资本外逃，从而进一步促

进贬值，将形成恶性循环，可能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可考虑逐步扩大外汇市

场做市商和参与者的范围，并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的产品结构。同时，尽可能

让汇率保持相对偏弱的上升走势，从而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更为市场人士所关心的，则是此次专题会上所释放的关于资本市场的信号。李

克强总理强调，要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加快相关制度建设，培育公开透明、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风险底线。 

专题分析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http://finance.qq.com/l/forex/forex_news/forex_rmb/
http://finance.qq.com/money/bank/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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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的讲话给资本市场的稳定增加了重要的砝码。这释放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将减少市场的大幅波动，避免大起大落。在近期集中公布的政策中，养老金入

市分外引人注目，并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关键时刻稳定市场的举措。8月 23日，

国务院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办法》，在 8月 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表示，中国政府将对地方社保资金的

投资提供税收优惠待遇，将尽快启动地方社保资金的投资入市。人社部副部长

游钧则表示，经大致测算，养老金留足当期的支付准备金后，可能能够用于投

资的资金量是 2万亿左右。 

 在谈及金融稳定的话题时，李克强还指出，要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8月 25日，

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自 2014年 11月起，这是央行先后第五次降息和第四次降准，这也是央行

今年以来第二次“双降”。 

【分析点评】 

 国务院专题会议所释放出的稳汇率、稳资本市场和稳流动性以及守住系统性风

险底线的说法无疑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金融市场

承压，悲观情绪蔓延，市场谣言四起，股市在政府采取一系列救市措施后依然

没有起色，资本外流速度较快，人民币汇率继续贬值的预期仍在。政府的意图

和信号很清晰，稳定金融市场，维持资金流通渠道畅通，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

升级，但是要实现目的，认清经济金融的现实和规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是

真正的关键。可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储备中的政策将陆续出台。 

【参考链接】 

 高层发出稳定金融市场强音符 “维稳”提至新高度   

http://finance.qq.com/l/insurance/xzzq/yanglao/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
http://finance.qq.com/a/20150831/008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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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比监管红线将取消 中国银行业监管迎重大调整】 

8月 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删去现行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

不得超过 75%的规定，并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调整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删除存贷比 75%红线并不会弱化流动性风险管理，同时有

利于解决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 

随着国际监管标准的提高和银行业监管实践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存贷比只是其中一项指标，此外还有多项新的、更有效

的监管指标，如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缺口率、核心负债比例、同业市场负债比例、超

额备付金率等，这些指标能够更加细致、准确地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状况，由此，

存贷比作为“强制性”法定监管指标存在的意义被弱化。 

银监会表示，接下来将及时修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将存

贷比明确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并对存贷比提出监测要求，核心是充分尊重各家银行

不同的业务结构，有针对性地分析存贷比指标，而不再像作为监管指标时“一刀切”。 

值得注意的是，删除存贷比 75%的法律规定并不会在短期内造成信贷供给大幅上升。

监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平均存贷比一直低于 75%的监管上限 10个百分点左

右。删去存贷比 75%限制会释放出一定的放贷空间，但不会在短期内造成银行体系信贷

供给的大幅上升。在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的环境下，商业银行信贷增速还受企业投资意愿

下降、融资需求疲软，以及银行风险偏好降低等因素影响。此外，银行的信贷投放还受

到合意贷款规模等指标限制。 

删除存贷比 75%的法律规定对于缓解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将有助益。从

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三农”信贷投放的实践看，监管层此前已对存贷比计算口径进行

调整，将部分项目从存贷比分子项——贷款中扣除，这相当于通过缩小存贷比分子来降

低商业银行存贷比数值。存贷比监管指标取消后，只作为流动性风险监测工具，会更加

有利于促进银行加大对小微、“三农”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 

◆【地方政府三类债务共计 24万亿 财政部：风险总体可控】 

信息精粹 

http://bank.hexun.com/2015-08-29/178720247.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stock.hexun.com/2015-01-29/172882383.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5-01-29/172882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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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年末，地方政府一类债务余额 15.4 万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8.6万亿元，三类债务共计 24万亿。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29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国

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 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决议。此次获批议案规定

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即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 16万亿元。议案中还提及

截至 2014年末的 8.6万亿元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其中包括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

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债务余额实行纳入限额管理，能够在保证地方政府负债投资的基础上，有效防范地

方政府过度举债造成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经济的整体风险溢价降低。 

议案还明确将债务率不超过 100%作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整体风险警戒线，预计

2015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86%。 

对于 86%的地方政府债务率，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风险总体可控,但也有个别地

区债务风险较高。86％的债务率虽未达警戒线，但不乏有地方债务率远超过 100％，风

险不容忽视。 

86%的债务率是给出的预计数，隐含条件是 2015年地方政府综合财力达到 18.60万

亿，据测算这需要比 2014 年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增长 4.5%左右，在今年地方政府基金收

入大幅下降情况下能否达到这个增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16万亿包括截至 2014 年底的 15.4万亿一类债务以及 2015

年新增的通过发行 6000 亿地方政府债券形成的债务。而 2015年新增地方债除了上述

6000亿外，还有各地为避免在建项目资金链断裂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举借的一部分银行贷

款。楼继伟说,对在建项目后续贷款中需要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的,由地方在 2015年末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 16万亿元内调整结构解决。 

◆【年内 29省市联网 申办哪家银行 ETC 卡最划算】 

近年城市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为此，可大幅提高公路通行能力及降

低废气排放的高速收费站不停车收费车道（简称“ETC”）在全国范围逐渐铺开。日前，

ETC联网范围进一步扩大，已实现 22 省市联网通行。交通部表示，今年底计划完成全国

29个省市 ETC联网，预计届时全国 ETC用户将超过 2000万。这一巨大市场也成为银行

抢夺的目标，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提醒客户办理签约卡升级，同时开展增值服务吸引客户。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http://datalib.finance.qq.com/peoplestar/7/index.shtml
http://finance.qq.com/money/bank/
http://bank.jrj.com.cn/2015/08/310125197342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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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有中行、工行、建行、农行、华夏、平安、光大以及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了

速通卡业务。办理 ETC 速通卡只要绑定签约相应的借记卡或信用卡，就可以实行代扣代

缴。其中，中行、工行、建行、平安及北京农商银行签约卡为信用卡，农行、光大、华

夏要求为借记卡。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速通公司与银行协定的“先通行后扣费”原则，如客户绑定借

记卡，银行普遍要求卡内留存几百元作为保证金，低于该线则无法通行，所以客户要经

常留意卡内余额并存钱进去，比起只需每月正常还款的信用卡，借记卡略显不便。 

记载车辆信息的速通电子标签是与 ETC车道内安装的专用设备进行通讯的车载设备，

速通卡与电子标签必须配合使用，方可在 ETC车道实现不停车通行，电子标签的费用正

常为 400元。目前建行、中行、华夏、光大、北京农商银行免费赠送，平安银行 5 折，

农行需缴纳 300元，工行则全额缴纳，无折扣。 

此外，电子标签的使用寿命为五年，到期时银行均可免费更换。若中途出现没电或

损坏，一般需要重新签约一次，实际上视为一次解约加一次新签约，需再缴纳一次费用。

对标签实行免费赠送的部分银行，对解约有条件地收取费用，若标签使用不满两年，光

大和华夏在解约时收取 400元，北京农商行收取 300元。银行的这一标准其实是为了把

客户最长限度地留下来，使用自己的产品。 

ETC联网省份不断增加，银行均免费为客户进行卡片升级。日趋激烈的竞争也促使

着银行的增值服务日益多样化。据了解，多行执行通行费 9.5折的标准，光大对核心存

款超过一定数额的客户提高折扣力度，最高可达 4.8折；华夏对卡内存款 5000元以上

的客户实行分段提高折扣，最高可达 7折。实际上速通卡也是银行变相揽储的一种手段。

另外，平安、华夏、北京农商银行均推出了加油返现，光大对新签约客户赠送交通卡，

华夏的借记卡本身还具有境内外每天第一笔 ATM 机取现免费的优惠政策，相比四家国有

大行，中小银行增值服务较多。值得一提的是，银行的增值活动多为阶段性，客户需掌

握好时段。 

◆【亚洲货币相继贬值 国际大行称市场反应过度】 

上周伊始，全球金融市场全线大幅下跌，新兴市场主要股指连续多日出现自由断崖

落体式跌落。此前一周，从货币到大宗商品市场延绵不绝的动荡，以及对新兴经济体增

长减缓的预期，使得金融危机“七年定律”（每七年爆发一次）再一次被市场提起：亚

洲金融危机的梦魇会否重演？ 

http://bank.jrj.com.cn/2015/08/31081419735887.shtml
http://futures1.jrj.com.cn/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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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林吉特在过去一年累计跌幅已达 22%；截至 8月 15日收盘，林吉特已连续

8周下跌，创下 17年来新低。林吉特汇率走低勾起了市场对于 1997~1998 年金融危机期

间，国际对冲基金对这种货币攻击的记忆。在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为了阻

止货币贬值，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采取了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策略。而当前，

马来西亚央行过去几周一直在本币市场抛售外汇，但未能改变货币跌势。 

除了林吉特，距离马来西亚并不太远的印尼，印尼盾兑美元的汇率也已跌至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低点。在过去 12个月内，印尼盾贬值幅度高达 18%，在

彭博亚洲货币贬值榜上仅次于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与泰铢分别以 12%和 10%的贬

值幅度，位列第三名和第四。 

亚洲货币竞争性贬值，令市场担忧加剧。当前的情况跟 1997~1998 年非常相似，货

币暴跌可能会引起股市、债市的剧烈波动，这些波动会引起投资资金的撤离，最后影响

到实体经济。 

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暴跌带来了罕见的恐慌情绪，对于此次大动荡会否引发又一轮

金融风暴，市场讨论愈演愈烈。但国际上包括美银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国际大行的

观点，却站在了认为“市场反应过度”的一方。 

尽管市场担忧近期人民币贬值会否导致另一波的亚洲金融风暴，但这属于过虑。因

为目前亚洲货币汇率仍被低估，且政府手里有更多的政策选择，而中国央行应该继续通

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及降息以恢复市场信心。 

与 1997年不同，目前并没看到新兴亚洲货币有大幅贬值的情况出现，反而根据该

行的长期估值模型推算，这些国家货币看来仍被低估，与他们目前的经常账相符。另外，

目前各国仍有政策空间刺激经济。亚洲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对外币借贷的依赖很少，且

本身已建立了流动性高的本地债券市场。此外，亚洲地区仍有充裕的减息空间。 

摩根士丹利上周也提出 8大理由驳斥“危机论”，不过大摩认为，虽然亚洲不会突

然爆发危机，但亚洲将经历一个始于 2013年，漫长而痛苦的经济下行调整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