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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强调货币稳健  

称房价汇率二选一夸大风险 
【参考信息】 

 11月 8日，央行发布《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指出，第三季度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保持政策灵活适度，注重稳定市场预期，为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

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报告》指出，在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中，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

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

适应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在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这一提法在 10 月 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出现。随着三季度的

GDP增速基本达到预期，个别指标还有企稳的迹象，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加之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大等因素，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心由稳增长转向

抑制资产泡沫，大幅度提供流动性不会再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稳

健”的基调发生改变，就此言“偏紧”为时尚早。 

 2015年以来，全国房地产价格普涨，一线城市的上涨最为疯狂。2016年 9月末，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余额同比增长 11.5%；9月份个人住房贷款依然占据当月新

增贷款的四成，此前的 7月、8月分别达到 98.68%和 71.20%。今年前三季度，

个人住房贷款增长占全部的 35.7%。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此前表示，目前从保增长的角度来看，前期投促的

力度比较大，可能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就是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风险的上升。

此次政治局会议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可以认为是从“不再过度强调特别大的

政策力度去保增长，而是强调更加关注金融风险，抑制资产泡沫”。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角度来讲，并不能

和货币政策收紧简单画等号，目前的资产泡沫并不是全面的资产泡沫，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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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价格泡沫，且房地产泡沫也是区域性的，只是在少数经济领域出现了一

些泡沫，这需要货币政策运用适当的工具进行抑制，但不适合全面收紧。 

 《报告》对当下“弃房价、稳汇率”还是“弃汇率、稳房价”的争议问题也作

出厘清。《报告》认为，上述观点夸大了各自领域的风险，而且也都不是好的

做法。就货币政策而言，关键是要继续保持稳健和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 

 前一段时间国内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人民币汇率受美元指数持续走

强影响出现小幅贬值，各方面对房地产和汇率问题比较关心，市场上甚至一度

出现了关于应该“弃汇率、稳房价”还是“弃房价、稳汇率”的讨论。 

 《报告》称，“弃房价、稳汇率”的一种逻辑是紧缩货币，从而挤出资产泡沫，

并以高利率来稳定汇率，这会导致危机式的被动去杠杆，代价很大，过程比较

痛苦，汇率实际上也很难稳住；“弃汇率、稳房价”则是放松货币来支持房价，

试图以低利率刺激通胀和房价，这同样会加剧结构扭曲和债务积累，导致调整

的时间更长、代价更大。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有条件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报告》指出，就货币政策而言，关键是要继续保持稳健和中性适度的货币环

境，同时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要通过推进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和经济的内生活力，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并扩展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 

【分析点评】 

 央行昨日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下一阶段货币

政策思路中，首次增加了“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

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这一提法曾被市场曾解读为货币政策将要偏紧的信号。

央行此次在《报告》中强调，就货币政策而言，关键是要继续保持稳健和中性

适度的货币环境。《报告》同时指出，“弃房价、稳汇率”、“弃汇率、稳房

价”的观点夸大了各自领域的风险，而且也都不是好的做法。 

【参考链接】 

 央行强调货币稳健 称房价汇率二选一夸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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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监局：加强房贷风险管理 从严审查共同还款人】 

上海银监局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个人住房信贷风险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辖内商业银行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全面加强个人住房信贷

风险管理。 

《通知》要求，辖内各商业银行要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严格执行房地产贷款

业务规制要求和调控政策，严格落实现有差别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严格执行个人住房

贷款最低首付比和限贷等要求。 

《通知》要求，辖内各商业银行要严格执行首付资金真实性检查要求。完善审查手

段，严格审查借款人首付款资金来源。防止借款人通过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

信用卡透支、P2P、小额贷款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等渠道违规获取个人

住房贷款首付款资金，不得利用信托公司等通道直接或间接为各类机构发放首付贷提供

资金支持。 

《通知》要求，辖内各商业银行要严格审核借款人信用记录。充分利用各类征信和

信息共享平台，查询涉及借款人诚信等相关信息。进一步完善个人住房贷款合同和贷后

管理，在合同中增加相应条款，对各类不诚信行为予以约束。如发现申请人有在他行查

询个人住房贷款征信记录的行为，要进一步掌握申请人是否存在申报材料不真实、重复

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在他行审核未通过等情况及其原因，从严审批贷款。对逾期记录超

过一定次数，或历史逾期时间较长、金额较大的借款人，从严审慎发放贷款。 

《通知》要求，辖内各商业银行要加强对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审查。审慎评估借款人

还款意愿、还款能力，严格控制借款人住房贷款的月房贷支出与收入比、月所有债务支

出与收入比。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收入透明度较低、收入波动较大、财产变动较频繁的

家庭或个人，要从严审核其所有债务支出以及还款收入，特别是经常性收入和第一还款

来源等情况。 

《通知》要求，辖内各商业银行要高度关注各类借款人规避限购、限贷等行为给商

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从严审查。要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对借款人资质和收入真实性的审查，对有意规避限购、限贷等相关规定的借款人，要

按照审慎经营原则从严审查。原则上应以借款人家庭为单位从严评估其还款能力，加强

信息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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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同还款人、离异人士、财产分割情况的审核，从严审查共同还款人为前配偶、成年

子女、（双方）父母，以及离异双方财产分割不清晰的贷款业务。 

《通知》还要求，辖内各商业银行要审慎开展与房地产中介和房企相关的业务。对

发现存在为购房者提供首付款支持、协助伪造收入证明等违规行为的房地产中介，在其

完成整改前应立即中止业务合作。对发现存在“零首付”、“假按揭”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其完成整改前不得增加新的授信。 

◆【网商银行拟推 ABS 破资金困局 花呗支用不良率不到百分之一】 

网商银行行长、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俞胜法近日在蚂蚁金服的一场发布会上表示，

为了帮助商家备战“双 11”，今年 9、10月两月，网商银行已给全国 133 万家小微商户

提供贷款，累计提供贷款近 500亿元，户均贷款 3.74万元 。除贷款之外，网商银行计

划提供仓储质押贷款、物流金融等全流程的金融服务。在大力提供融资服务背后，网商

银行资金压力如何破解？网商银行作为首批获批的民营银行，注册资本金只有 40亿，

必然要走一条有别于传统银行的破解资金瓶颈困局的路径。 

据悉，网商银行马上就将取得银行间市场信贷资产证券化资质。这也将是第一单在

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小额分散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俞胜法表示，资产证券化是网商银行

今后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除了给卖家提供贷款外，蚂蚁金服通过花呗为买家提供消费信贷也备受市场关注。

在苏宁消费金融被披露不良率超过 10%之际，俞胜法表示，花呗不讲逾期率，而是叫支

用的不良率，目前百分之一都不到。 

近期，蚂蚁金服还推出了“消费+理财”的新产品“乐买宝”。蚂蚁金服集团财富

事业群总裁黄浩介绍，乐买宝背后对应的产品是消费信托，目前是和中信信托在合作，

收益由基础收益和消费返还权益组成。具体而言，乐买宝投资者可获得基本收益（3.7%

左右），基础收益是由信托机构提供基础资产并进行管理。此后，到指定的聚划算商场

中消费，便可获得额外收益。而这部分的额外收益是由消费的商家返利而来。整个产品

收益最高 15%封顶。 

蚂蚁金服集团保险事业群总裁尹铭在发布会上称，一年以前，消费保险只有退货险，

现在消费保险一共有五大类：质量保障类、物流保障类、售后保障类、价格保障类、信

用保障类。尹铭透露，目前 9家保险公司将与蚂蚁金服保险平台合作，提供 5大类超过

30种消费保险服务。尹铭表示，尽管消费保险还是一个初生概念，但其规模、增速和发

http://bank.hexun.com/2016-11-09/1868005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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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并不小。根据蚂蚁金服的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消费保险的保单量同比增速超 80%，

消费保险的保费收入增速超 50%，高于保险行业增速。根据保监会官网数据，2016年 1-9

月，产险业务保费同比增长 7.8%。 

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王道南表示，过去保险的痛点在于如何将低频的冷产品变成高

频的热产品，很多传统保险可能一年就互动一次，而依托网购平台的消费保险已经把冷

的产品变成了热的产品，能直接面对客户，通过保险拉动消费，是一个多赢局面。 

◆【10月 CPI 和 PPI 双双大涨 CPI 同比涨 2.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2016年 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CPI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2.1%；PPI环比上涨

0.7%，同比上涨 1.2%。 

居民消费价格方面，从环比看，受食品价格下降影响，10月份 CPI 下降 0.1%。鲜

活食品市场供应充足，蛋、猪肉、水产品、鲜果和鲜菜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4.0%、2.8%、

1.8%、1.7%和 0.9%，合计影响 CPI环比下降 0.18个百分点。国内部分能源产品价格回

升，居民用煤、液化石油气、柴油、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3.7%、0.9%、0.9%和 0.8%；

部分服务价格继续上涨，医疗服务、衣着加工服务费、家庭服务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8%、

0.3%和 0.2%；从同比看，10月份 CPI上涨 2.1%，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是去年同期对比基数相对偏低。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7%，涨幅比上月扩大 0.5个百

分点。食品中，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13.0%，涨幅比上月扩大 5.5个百分点；蛋价同比下

降 2.4%，降幅比上月缩小 2.2个百分点；鲜果、水产品和猪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6.0%、

5.0%和4.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7、1.1和1.0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非食品中，课外教育、医疗服务、物业管理费价格同比

分别上涨 4.8%、4.6%和 1.5%，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4、0.7和 0.2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从环比看，10 月份 PPI上涨 0.7%，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变动的特点：一是价格上涨的行业个数增加，在调查的工业大类行业中，

27个行业产品价格上涨，比上月增加 2个；二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涨幅较大，环比

上涨 9.8%，比上月扩大 4.4个百分点，影响 PPI 环比上涨约 0.2个百分点；三是石油加

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3.9%和 1.1%，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7和 0.6个百分点，合计影响 PPI环比上涨约 0.2个百分点；四是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价格环比由降转升，上涨 1.5%，影响 PPI环比上涨约 0.1个百分点；五是黑色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09/14995190_0.shtml
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indu/cpjg.php?symbol=293
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indu/cpjg.php?symbol=288
http://auto.ifeng.com/hangye/
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indu/cpjg.php?symbol=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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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收窄 0.7个百分点，影响 PPI

环比上涨约 0.1个百分点；从同比看，10月份 PPI上涨 1.2%，涨幅比上月扩大 1.1个

百分点。分行业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同比上涨 15.4%，涨幅比上月扩大 11.3个百

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石油加工业价格同比分别

上涨 13.1%、3.7%和 3.6%，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3.0、2.5和 3.6个百分点；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价格同比由降转升，上涨 2.0%。据测算，上述五大主要行业合计影响 PPI

同比上涨约 1.4个百分点，是带动 PPI同比上涨的主要因素。 

◆【大额、可疑交易管理新规将出 第 3 方支付机构纳入】 

第三方支付机构将被正式纳入《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的责任主体范围。据悉，新版《办法》很快将正式出台，值得关注的

是，相较现有规定，新《办法》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纳入适用范围。 

新版《办法》修订稿显示，大额交易报告的标准出现较大调整，要求对当日单笔或

者累积交易人民币 5万元以上的交易进行报告，而目前这一项的标准是 20万元，这表

明报告的起点比之前大大降低。相关人士表示，因为是征求意见版，最终的版本如何规

定暂时不好确定。 

◆【金融机构“迷上”区块链 民生银行成国内第四家 R3成员】 

日前，民生银行宣布，该行已与国际金融创新公司 R3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加

入了 R3区块链联盟。据悉，民生银行已搭建了区块链服务云平台，对区块链共识算法、

智能合约、交易记账、数据传输、智能钱包、去中心化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R3区块链联盟由总部位于纽约的区块链初创公司 R3 CEV组织成立，目前联盟成员

包括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高盛、汇丰银行、荷兰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等 60多家国

际大型金融机构。此前，该联盟发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分布式账本平台 Corda，用于记

录、管理和同步受监管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协议。 

在今年 9月的一次区块链新金融论坛上，黄剑辉曾表示，区块链目前处于发展初期

阶段，未来会革新整个银行业传统的基本架构，金融行业要积极尝试区块链技术，但短

期内还是以实验探索为主。 

在民生银行之前，已有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先后加入 R3区块

链联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今年 9月加入 R3，其表示，加入 R3后，将与世界上最大

http://money.163.com/16/1109/01/C5D2R4ID002580S6.html
http://bank.hexun.com/2016-11-09/1867988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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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机构合作，共同探讨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金融市场的应用，并搭建相应的基础设施

和平台。 

中国的区块链实践越来越注重和国际接轨，现在区块链很火热，国内外都注重研究

底层技术和制定相关标准。从以往发展经验来看，制定标准者会在后期的市场竞争中取

得绝对话语权。这说明中国的区块链参与者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区块链技术公司 Onchain CEO 达鸿飞表示，国内金融机构加入国际区块链联盟能够

获得行业熏陶和开阔视野，但加入类似 R3等各类区块链联盟的意义正在淡化，尤其是

后期加入的成员，对联盟发展方向的影响力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