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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需完善制度

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助力实体经济向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也是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我国商业银

行的绿色信贷业务推进较快，不过与众多国外大型银行相比仍有

差距，相关准则、制度的不完善可能是当前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

主要制约和障碍。

———交通银行副行长寿梅生表示。

!应大力发展消费金融

消费金融主要面向较低收入的基层消费人群，是支持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其发展面临困境，需

要一方面从整体上改善消费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构建多元化的

消费金融提供主体与产品体系；另一方面给予消费金融公司更自

由的发展和创新空间。

———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指出。

!人民币走强并非贸易驱动

人民币从去年以来的持续走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热

钱”流入的影响，而非真实的贸易驱动。中国应该缩小境内外市

场的利差，以减小资本流入的规模。从长期来看，更需要重新定

位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认为。

!洋奶粉价格是纵向垄断

很多证据表明，洋品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价格的纵向垄断，干

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消费者利益构成了损害。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说。
（柴秋实 王恺文辑）

西部

地区经济增速去年全国第一
本报北京 !月 "#日电 （潘旭涛、史

新秀、项用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与社科文献出版社今天联合发
布 《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发展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指出：!%&! 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在全国
区域中位列第一，经济发展的形势全面向
好。

据报告显示，!%&! 年西部地区共实
现生产总值 &&'( 万亿元，增速同比增长
&!')*，分别比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快
$'&)和 &'+(个百分点，占全国 ,-.比重
#/'0+*。

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西部地
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上海

打造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
本报上海 ! 月 "# 日电 （记者曹玲

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昨天在沪正式
对外发布《黄浦区关于建设外滩金融创新
试验区的十大举措》，提出将在外滩金融集
聚带建设以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金融为主体
的外滩金融创新试验区，以主动服务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这十条举措包括：打造互联网金融集
聚区、打造民营金融集聚区、创新小微企
业融资机制与平台、加快外滩金融载体建
设、支持外滩金融创新、提升服务金融创
新人才的水平、优化多层次金融配套服务
功能、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发展生态环
境、提升服务金融创新的行政效能以及建
立金融创新风险防范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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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将受较大冲击 政策退出不能只顾自己

美过快退出QE冲击全球市场
本报记者 罗 兰

美国退出 !"（量化宽松）似乎渐行渐近。退出本是好事，说明美国经

济复苏，对世界经济也是利好。然而，退出也要讲策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

继伟日前表示，在退出 !"的问题上，美国应实施稳妥的策略，以避免“退

出之后的重启”。专家指出，在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基础不是特别牢固的情况

下，如果过快地、大规模地退出 !"，有可能会打断本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同时，也会影响全球热钱的流动方向和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各国对此

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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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宣布自!%#$年0月!%日起全
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是自!%#!

年央行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
动区间后，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
又迈出了一大步。然而，作为利率市场化最
关键的一环，存款利率何时能够放开管制成
为市场下一个期待的焦点。央行认为，当前
尚不具备完全放开存款利率的条件，未来将
进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各项
基础条件，稳妥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
化。

开放条件还不成熟

从 #//1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利率市场
化改革，经过近二十年稳步改革后，央行目
前仅对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
限进行管理。此次央行进一步放开贷款利率
管制后，存款利率市场化就成为我国利率市
场化改革中最为关键、风险最大的一步。
“利率市场化真正的难点在于存款利

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
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利率

的形成机制，就是通过市场机制
形成存贷款的市场利率，各

家商业银行在竞争中
和交易对手
共同决定利

率价格，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要义。
“此次央行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采取

谨慎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
因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影响更为广泛，同
时还需要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风险金融机
构的处置制度等的配套，目前这些制度还
有待完善和推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认为，
在流动性偏紧和一些特殊考核时点，银行
为了达到贷存比要求，会不惜重金拉存款。
一旦全面放开存款利率，这种情况就会加
剧，存款市场利率也会更加波动，商业银
行为了更好地盈利，就会提高贷款利率，
这样就会伤害实体经济。

何时开放尚无时间表

尽管当前完全放开存款利率的条件还
并不成熟，但是市场仍然对央行加快这一
进程抱以期待。对于这个时间点将选在何
时，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很难说有一个
时间表，因为在推动这些改革的时候要把
握一些时机，即使现在说一年还是两年也
不管用。他表示，利率市场对各个方面影
响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做这件事情稳妥一
些比较好。

事实上，由于利息差一直是我国银行
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当前贸然放开存款
利率上限的管制，存款成本将会大幅上升，
银行利差就会收窄。在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
长管清友看来，直接放开存款利率限制

会缩窄银行的存贷利差，冲击银
行的盈利能力，控制不当可能引

发恶性揽存竞争。如果步伐
过快，短期内势必对商业银
行造成直接冲击，很容易造
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存款利率放开，就意

味着银行有经营不善和倒闭的风险。”中国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因此一定
要依赖对小储户的保护，这种保护就是存
款保险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存款利率自然
就可以放开。

采取渐进方式逐步推进

“国际上大多数利率市场化成功的国家
均是逐步、渐进式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认为，中国存
款利率的放开宜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
大额后小额”的思路渐进式推进，下一步
可进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定期存款的
上浮区间，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扩大短期
和小额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直至最终放开
上浮限制。

管清友也表示，从央行的表态以及国
际经验来看，未来的存款利率市场化可能
会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局部的存款利率市
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通过高收益
的理财产品吸收资金已算是局部的存款利
率市场化，但由于理财产品存在监管上的
局限，大额可转让存单（2-）更适合作为
银行贷款融资工具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过
渡选择；第二步是放宽直至完全放开存款
利率管制。目前存款利率的上限是基准利
率的 &'& 倍，预计下一步将先放宽至 &'!

倍，最后再完全放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

示，这次的贷款放开是利率市场化
的前奏，会走向一个渐进式的改革
模式，将按照放开贷款、存款、
汇率、资本账户到
人民币走向国际舞
台这样一个步骤来
实现中国利率在国
际舞台上的市
场化。

存款利率啥时再现“惊天一放”
配套机制有待继续完善 贸然放开易引恶性竞争

本报记者 周小苑

钦州农民
抢 种 超 级 稻

近日，广西钦州地区进入夏耕高峰，当地农民做到灌溉一田、耕作一

田、播种一田。今年广西深入实施“千万亩超级稻示范推广行动计划”，推

广超级稻面积比上年增加 )$万亩以上，力争达到 &+""万亩以上。

图为钦州市大寺镇农民在种植超级稻。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新兴市场受冲击更大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
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各国影响深远。“美
国经济复苏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楼继伟指出，但
是同时应该看到，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全
球外溢性的政策，会产生全球性的影
响，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
家受到的冲击可能较大。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
容指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也就意味
着国际市场热钱流动的方向发生根本性
变化，从而使得资金流出市场的资产价
格全面震荡及面临着巨大风险；也意味
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基础出现重大调整，

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全面下跌；
同时，如果国际金融市场有风吹草
动，国际市场资金可能逃到以美元

计价的产品中而推高美元市场
资产价格，美元也就成了全球

最为重要的避险工具等。
有分析认为，新兴
市场国家受到的
冲击将更大。当

初，在美

国宽松货币政策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
酝酿了泡沫，如今，美国如果过快大规
模退出 34，势必有大量热钱从这些新
兴市场国家撤离，造成流动性危机。而
这些国家为了防范金融系统失血，必须
放松货币，但可能面临泡沫加大的风险。

或打断美经济复苏步伐

美国过快退出34对自己也有不利之
处。楼继伟表示，当前美国经济增长仍完
全由消费推动，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零，这实际上又回到危机前的
状态，表明其结构性改革并未取得进展。
“美国提出退出34说明经济有复苏

迹象，虽然失业率依然高。但复苏的基础
不是特别牢固，所以一会儿说要退
出，一会儿又说要坚持”，暨南大学

国家商学院院长孙华妤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关键要看美国怎么退出，是
一下子退出，还是有步骤地、缓慢地、渐进
式地退出，边退边看经济的反映。

孙华妤说，美国退出34是自身必然
选择，但因为长期依赖信贷大规模扩张
维持经济发展，如果过快地、大规模地
退出，会对企业和个人都有打击，生产
经营可能会受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有
可能会被打断，经济甚至会再度衰退。

楼继伟指出，近期美国消费增长主
要是受益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股票和
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使
民众更愿意消费。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消
失，经济增长将可能再度下滑，美国被
迫再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不能排除。楼继伟警告称，如果出现上

述情况，将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欧洲外围国家
都将造成重大影响。

对中国负面影响有限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有何
影响？专家指出，由于中国资本账户尚
未完全开放，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措施对
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料将有限。
“美联储如果退出34对于中国的负

面影响相对有限。”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
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美联储只会在经济
全面复苏时退出34，届时全球经济对中
国的外需应该有一定的支持作用，而退出
后也会令美元大幅升值，间接导致人民币
汇率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以及欧元、
日元的升值，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可能有
一定影响，市场无风险利率将上升，对资
产价格的估值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孙华妤说，如果美国大规模收紧货
币，利率上升，会形成大规模资本回流，
中国政府会采取措施补上这个空缺。
“中国已为应对这些风险做了充分准

备”，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有充裕的
流动性，存款准备金率也较高，因此应对
这种挑战有足够的缓冲余地。中国政府要
求本国银行预留更多应急准备金，这些银
行将有能力应对短期信贷紧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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