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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王兆星：加强监管与金融改革创新并行不悖 
【参考信息】 

 6月 20日，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2017陆家嘴论坛”的演讲中表示，经济的健康

发展是金融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金融改革与创新都应服务于经济的健

康持续发展。 

 王兆星称：“相对于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的金融改革不是过快了，而是相

对滞后。我国的金融创新不是过多、过度了，而是相对不足。” 

 因此，他认为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金融乱象，一些金融风险，就动摇和停止所必须

进行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治理金融乱象，防范金融风险与深化

金融改革、推进金融创新并不矛盾。 

 某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在当前强监管的背景下，银行原有的业务多少受到一些影

响，于是就有人认为监管的严格抑制了金融创新。监管部门领导的讲话再次表明，

加强监管的决心不会动摇，一些真正是实体经济需要的创新也不会受影响，对于一

些规避监管的伪创新肯定是不利的，这和前段时间监管部门表态会把握好政策的节

奏和力度是一脉相承的。” 

 王兆星认为，今天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和经济视野。要在大

的格局和视野之下，用更宽广的思维来思考来加强中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科学

的规划。“如果金融的繁荣离开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最后只能是泡沫，这种泡沫的

破灭最后必然是全面的金融危机。” 

 今年 4 月以来，银监会密集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加大对资

金“空转”的打击力度，目的就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进一

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有股份行资管人士表示，整个监管大势下，银行理财业务有回归信贷思路的趋势。

“其实委外反而是一个资管本源的思路，在做一些标准化资产的投资。但是过去一

年多时间，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乱象。”该股份行人士表示。 

 从国家层面，金融安全以及风险的防范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安全也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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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安全的基石和保障。在王兆星看来，当前我国金融业总体是安全稳定的，银行业

不良贷款比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较强。目前，我国银行业

的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仍然在 170%以上，资本充足率在 13%以上，也处于世界较高

的水平。 

 不过，经济进入调整和下行期，以及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过程中，前期所积累的一些

金融风险就会不断地暴露，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甚至会出现各种金融风险

的叠加，给金融安全稳定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必须高度警惕和有效地加以防范。 

 正是基于经济与金融高度的相关和当前经济金融的形势判断，王兆星认为，必须把

强监管、减杠杆、防风险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要通过深化改

革使银行业金融机构真正构建起高效、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风险的管控体系、考

核评级体系、激励约束体系，以及业务创新体系。要使银行业金融机构真正成为市

场竞争的主体，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金融创新的主体，以及防范风险维护安全稳

定的主体。 

 王兆星还表示，要通过深化改革构建起科学有效、具有逆周期、动态调节功能的金

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实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监管政策的有机协调

和联动。实现利率调控、信贷调控、拨备调控、资本调控以及市场流动性调控的，

具有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的金融管理体系，以有效防止各种泡沫的形成，防止金融危

机的发生以及给经济造成的重创。 

 近年来，监管体系的改革成了市场各方关注的热点。对此，王兆星也提出了建议，

通过深化改革真正构建起一个完善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包括金融监管政策和金融

监管标准的统一协调体系。 

 王兆星的观点是，应建立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影子银行监管、市场监管以及金融

消费者保护加以相互协调全覆盖的监管体系，要建立起金融数据、金融信息的集中

与共享体系。 

 和以前相比，今年的金融监管协调也获得了加强。比如针对资管、债券等涉及多个

监管部门领域，“一行三会”也在着手制定统一的监管政策和标准。并且在银监会近

期出台的监管政策中，很多带有摸底性质，其中部分领域不仅仅是监管需要，有的

也是央行宏观审慎管理需要的资料。 

【分析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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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监管协调的关键是防止监管真空和重叠。要真正建立起金融风险的有效化解和

处置体系，构建起一个能够促进公平竞争、有益于金融创新，既借鉴国际监管标准

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激励相融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努力构建能够最大程度保护存款

人权益和最大程度防范道德风险的金融安全网体系，以及对监管者的履职评价和问

责体系。 

【参考链接】 

 银监会王兆星：加强监管与金融改革创新并行不悖 

 

◆【中国股市对外开放里程碑：A股纳入 MSCI 权重 0.73%】 
北京时间 6月 21日凌晨 4时 30分，明晟公司（MSCI）通过官网宣布，决定将中国

A股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 

公告显示，将中国 A股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将加入中国 A股的 222只大盘股，

基于 5%的纳入因子，这些 A 股约占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0.73%的权重。MSCI 计划分两步

实施这个初始纳入计划，以缓冲沪股通和深股通当前尚存的每日额度限制。第一步预定

在 2018年 5月半年度指数评审时实施，第二步则在 2018 年 8 月季度指数评审时实施。 

MSCI董事总经理兼全球研究主管 Remy Briand 指出，国际投资者广泛认可了中国 A

股市场准入状况在过去几年里的显著改善。如今，MSCI 迈出纳入中国 A股第一步的时机

已然成熟。而对于年度审核的其他议题，MSCI 宣布，将咨询潜在纳入沙特到 MSCI 新兴

市场指数的事宜，并推迟决定将阿根廷和尼日利亚重新归类到 MSCI。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洪灏表示，第四度闯关终有突破，这是中国股

市对外开放之路的又一里程碑：“A股在 MSCI中国指数和 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将分

别为 1.7%和 0.5%，意味着境外资金在 A 股的配置规模将在 600-700 亿元人民币，相对

于 A股 40万亿元的流通市值份额极少，带给市场的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提振。” 

闯关成功对 A股市场会有何影响？洪灏指出，鉴于众多境外机构早已提前布局，现

行沪港通、深港通、QFII 和 RQFII 在 A股的配置目前有约 2000亿美元，A股纳入 MSCI

对股市的短期影响有限。 

“长期一定是利好，未来随着 A 股在 MSCI 权重的提升，除了资金流入，机构化的

信息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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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格将给 A股带来改变，或将加速 A股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进度。”  

◆【中信银行：为赴美国民打造全方位生活安全服务】 
6 月 20 日，中信银行联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举办发布活动，

共同推出“中国赴美公民全方位领事保护公共服务”，包含领区手册、领事“随手拍”

视频、旅美生活服务平台、24小时呼叫热线四大安心保障，旨在为赴美国民打造全方位

的生活安全服务。 

随着“外交为民”理念的不断践行和发展，领事保护工作在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和作

用愈加凸显。作为国内出国金融服务的领航者，中信银行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凭借与美

国使馆独家合作 19 年的经验，获得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认可，

担负起领事保护宣传推广的重要工作，为赴美公民传递领事保护安全相关知识。 

发布会上，中信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中信银行助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中

国赴美公民全方位领事保护公共服务”，能够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赴美入境物品

报关、交通出行、医疗健康、食宿指南、旅行休闲、留学申请、工作投资等相关咨询服

务。 

◆【央行调查：67%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常”】 
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一、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和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 

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35.2%，比上季提高 2.2个百分点。其中，67%的银行家

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常”，比上季提高 4.8个百分点；31.3%的银行家认为当前宏观经

济“偏冷”，比上季下降 4.6 个百分点。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预期指数为 36.4%，比本季

提高 1.2个百分点。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 67.8%，比上季提高 2.9个百分点。 

二、银行业景气指数和银行盈利指数 

银行业景气指数为 65%，比上季下降 1.9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3.7个百分点。

银行盈利指数为 65.8%，比上季提高 1.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3.6个百分点。 

三、贷款总体需求指数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 66.9%，比上季下降 1.1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贷款需

求指数为 57.2%，与上季持平；非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为 61.4%，比上季下降 1.6 个百

分点。分规模看，大、中、小微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分别为 58.8%、59.6%和 61.4%，比

上季分别下降 0.6、0.5和 1.2个百分点。 

http://bank.cnfol.com/yinhangyeneidongtai/20170620/24865108.shtml
http://bank.cnfol.com/yinhangyeneidongtai/20170621/248704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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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政策感受指数 

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为 36.6%，比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6.4和 21.7个百分点。其

中，有 30.1%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偏紧”，比上季提高 9.8 个百分点；66.6%的银行

家认为“适度”，比上季下降 6.9个百分点。对下季度，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为 37.4%，

高于本季 0.8个百分点。 

◆【农行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 共建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 
20日，中国农业银行与百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双方将围绕金融科技领

域开展全面合作，并将共建“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在智能金融服务领域进行深度研

究。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周慕冰，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中国农业银行副行

长郭宁宁，百度高级副总裁朱光等出席签约仪式。 

农行董事长周慕冰在致辞中说，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将带来金融行业的深刻变革。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农行与百度确立以金融科技为主要方向的战略合作正当其时。双

方按照优势互补、各取所长的原则，共同孵化创新型的产品和服务，打造数字化的技术

支撑能力，促进农行数字化经营的深度转型。 

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在现场表示，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规模最大、布局最完善的金融

企业之一，也是普惠金融最坚定的践行者。百度则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金

融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应用领域，双方将通过 AI Fintech 的联合创新，推动银行业进

入智能金融时代。 

据了解，按照双方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合作主要围绕金融科技领域开展，包括共建

金融大脑以及客户画像、精准营销、客户信用评价、风险监控、智能投顾、智能客服等

方向的具体应用，并将围绕金融产品和渠道用户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在发布会上，双方为共建的“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进行揭牌。该实验室落地在农

总行网络金融部与百度金融服务事业群组，未来将在智能金融服务领域展开深度研究。 

◆【中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揭牌 四大行完成普惠机构布局】 
中国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20 日正式揭牌成立。至此，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

业银行都于近期在总行层级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 

“发展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强音"。”中国银行行长陈四

清在中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揭牌仪式上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发展普惠金

融对于消除贫困、增进社会公平、促进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http://bank.cnfol.com/yinhangyeneidongtai/20170620/24868269.shtml
http://bank.hexun.com/2017-06-20/189720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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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应只为少数人服务，发展普惠金融事关发展和公平，有利于促进创业创新和

就业。然而，在信用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发展普惠金融也面临风险较大、成本较高的

难题，需要资金量较大成本较低、信贷管理经验较为丰富的国有大行带头践行。 

为了促进普惠金融事业发展，2017年 5月 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大型商

业银行 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骨干力量。银监会 5

月 26日公布了《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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