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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符合大势
本报记者

邱海峰

近来，随着美联储 3 月份加息的落地及未来可能进一步加息，全球市场关于各
国是否收紧货币政策的讨论持续升温。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
论坛上指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即
货币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宽松。对此，专家指出，在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逐步
退出的大趋势下，中国根据国内需求很好地维持了货币政策的节奏，目前中国稳健
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仅与国际大势基本吻合，更与国内经济形势高度相符。

聚焦

给外国孩子讲中国故事

宽松退出趋势渐明

结构改革需要稳健

渐进调整谨防风险

退出量化宽松，世界是否作好了准备？据
美国 CNBC 近日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
员萨拜因·劳滕施莱格在接受 CNBC 采访时称，
该行应做好改变其货币政策的准备，原因是通
胀数据已经开始接近目标。“一旦数据稳定下
来，表明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朝向物价稳定目
标的道路，那么到时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紧缩
政策的） 良好准备。”她说道。
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罗伯特·卡普兰日前表
示，将支持美联储进一步循序渐进地收紧货币
政策。美联储正迈向充分就业，但尚未实现该
目标，美联储仍然保持宽松，但宽松政策并不
是免费的，不是说可以把利率维持在低位，而
不需要为过度宽松承受代价。
“目前来看，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逐步
退出的趋势已逐渐明朗，只是各国的步伐有所
差异。有些国家，如美国，在退出方面走得较
快；有些国家则刚开始准备这么做；另外部分
国家，如日本，还在坚持宽松政策。虽然各国
步调不一致，但这种大趋势已基本形成，全球
再倒回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不大。在这一背景
下，中国根据国内需求很好地维持了货币政策
的节奏，与国际大趋势也基本吻合。”中国人民
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各国央行都在强调货币政策不
是万灵药，不能期待货币政策解决所有问
题。”周小川表示，从理性角度来讲，现阶段
更应该把政策组合调整为财政政策、结构性
改革等其他政策。未来，会有更多国家转向
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事实上，中国已经在持续推进结构性改
革，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那么，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又该扮演怎样
的角色？央行此前发布的《2016 年第四季度中
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
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上的问题，在经
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货币政策总体须保持审慎
和稳健。
“应该看到，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更多是
考虑国内的现实需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
提出就是要与目前国内经济形势相符。一方
面，中国经济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保持经
济增长需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
‘三
去一降一补’的推进及相关结构性改革又不允
许‘大水漫灌’，而是要求货币政策增强调控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
的货币金融环境。因此，强调货币政策的‘中
性’十分必要，这为完成目前经济工作的多项
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赵锡军说。

由适度宽松到稳健中性，中国的货
币政策是如何实现这一转变的？周小川
指出，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自 2008 年
9 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 年
下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
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考虑到全球经
济仍复苏乏力，欧洲又发生了主权债危
机，其他国家也面临着挑战，因此，我
们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向稳健的货币政策
回归。
“货币政策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环
境、国内形势、流动性稳定及防控风险
等多个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强调渐进
调整，而不是跳跃式的变化，十分重
要。事实上，通过渐进调整，目前中国
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充分考虑国内外
环境的情况下，充分突出了维护流动性
基本稳定及防控金融风险。”赵锡军说。
在赵锡军看来，防控金融风险是目
前货币政策的必要考虑因素，央行在这
方面也进行了明确安排，如央行提出探
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
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两大政策的协调
配合以抑制资产泡沫，进而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声

3 月 29 日，来自法国巴黎达宁路女子中学的 20 多名中学生来到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与中国学生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茶艺、古筝、
相声、快板、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法国孩子们的眼球。图为法国
中学生在学习中国的古筝。
王 振摄 （人民视觉）

五部门发文要求做好职工安置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 （记
者徐博、安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30 日发布消息称，人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做好 2017 年化解钢铁煤炭
行业过剩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关于做好 2017 年
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中职工安
置工作的通知》 指出，2017 年是供

中行牵头为中企在美融资
本报纽约 3 月 29 日电 （记者李
晓宏） 记者近日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获悉，该行日前成功牵头为美国玉皇
化工有限公司在美投资的甲醇项目提
供了 8 亿美元融资贷款，有力地支持
了中企的境外发展。
该项目是以美国丰富的页岩气资

●政府应灵活支持创新
随着我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要逐步转变政府支持创新的方式。
在技术成熟领域与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领域，政府的作用不同。在
技术成熟领域，政府可以通过规划和自上而下的方式，组织引进技
术消化吸收；在前沿技术和原始创新领域，技术和市场不成熟，新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通常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要更多地发挥市
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支持前期研究开发和
示范项目，做早期用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吕薇说

3 月 30 日，2017 年
中国重庆·丰都庙会正
式开幕，有上千人参与
的“庙会大巡游”活动
同时启动，各种民间传
说形象及民间艺术表演
悉数登场。今年的巡游
活动将持续到 4 月 4
日。图为表演者在“庙
会大巡游”活动中进行
传统文化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振兴东北要抓实体经济
健康的经济体一定保持以实体经济为根、虚拟经济为枝叶的结
构，过度的虚拟经济会危及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进而对社会的公
平、稳定与和谐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要以国有企业改
革为抓手，坚决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为东
北经济的协调、稳健、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希东表示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很多

●必须确保口粮绝对安全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稳字当头，保持农业生产稳
定、农民增收稳定、农村社会稳定。当前，特别重要的是“稳粮”。
虽然需要调减的供过于求的粮食品种要下决心减下来，但绝不能理
解为简单调减粮食总量。粮食安全是战略性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
抓粮食生产，把产能建设作为根本，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严守耕地红线，保护优化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
（童宇晛辑）

老区旅游扶贫工程启动
本报电 （黄勇嘉） 近日，全国老
区旅游扶贫工程启动 发 布 会 在 京 举
行，为了加快实施老区旅游扶贫工
程，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与中国扶
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将旅游扶贫列
为重点工作内容，并以建设特色精
品民宿等旅游产品和培育乡村旅游
创客基地为重点，以旅游产品创
新、金融扶持创新和营销公益创新
为抓手，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旅游扶
贫公益行动。
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
云指出，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和中国
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确定在全国革
命老区发起开展“老区旅游扶贫工

程”，是产业扶贫的重要实现形式，
也是带动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的有效途径。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希
望大家面向老区、瞄准贫困，扎实组
织开展旅游扶贫工作，为加快贫困地
区和革命老区建设发展，为实现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积极贡献力量。
国家旅游局、中国老促会、国家
政策性银行等有关负责人也出席了会
议，19 个省市老促会及地方政府的
代表、贫困乡村旅游合作社代表、意
向旅游投资人、加盟人、代理商的代
表，新闻单位代表、新媒体网络运营
商代表等共约 150 人参与会议。

源为原料，由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玉皇集团） 投资，在美国路易斯安
那州圣詹姆斯教区的密西西比河岸新
建一座世界级的甲醇生产工厂，是中
资企业在美国南部地区最大的投资建
厂即“绿地投资”项目之一，将为美
国创造 400 个直接就业机会。

丰都庙会
大巡游

音

未来 10 年，全球经济将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比如人口经济
结构、需求偏好、劳动生产率等。与此同时，全球也面临一系列拐
点，包括货币政策、流动性、财政政策以及政治。政治风险、利率
风险、汇率风险会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风险。经过经济的繁荣增
长和危机后的低迷，现在全球经济金融将面临再次调整，金融市场
的波动性也一定会加强。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职工安
置工作任务依然繁重。
通知强调，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
难以就业的大龄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
庭人员，要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
托底帮扶。各地新增或腾退的公益性
岗位，应优先安置去产能涉及的就业
困难人员，特别是大龄困难人员和零
就业家庭人员，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
清零。

保险巨头赚钱为啥变难了
资本市场有波动 “野蛮人”偶有出没
本报记者
截至 3 月 30 日，中国几大 A 股上市保险巨头
相继交出 2016 年度成绩单。利率下行、资本市场
波动，“野蛮人”偶有出没，过去这一年的保险业并
不“太平”。综合企业年报来看，净利润下滑或收窄
成主体态势，但保险行业同时呈现结构改善和品质
上升的变化，并向“保险姓保”的方向积极调整。

收益瘦身净利下滑
盈利状况往往是最受关注的话题。各家 2016
年年报显示，中国人寿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27 亿元，同比减少 44.9%；中国太保归母净利
润 120.57 亿元，减少 32.0%；新华保险归母净利润
49.42 亿 元 ，减 少 42.5% ；中 国 人 保 归 母 净 利 润
142.45 亿元，下降 27.1%。中国平安成为五大上市险
企中唯一一家净利润正增长的险企——归母净利
润 623.94 亿元，同比增长 15.1%，但增速明显放缓。
同时，数据显示，2016 年行业资金运用收益
率为 5.66%，比 2015 年同期下降 1.9 个百分点。中
国人寿总投资收益率从 2015 年的 6.39%降至去年
的 4.56%；中国平安总投资收益率为 5.3%，同比
下降 2.5 个百分点；新华保险总投资收益率从 2015
年的 7.5%下滑至 5.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向本
报记者表示，去年保险企业净利润下滑是意料之
中的，这一方面受竞争环境和经济形势影响；另

李

婕

一方面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去年整体低利率的
环境导致固定收益率产品收益下降，资本市场的
震荡和低迷，也导致保险行业整体收益下降。

级、无人机、遥感测量等硬件配备，为后续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中国保险公司越来越呈现差异化
的竞争趋势，在市场上拥有核心竞争力。

结构改善质量更优

保险姓“保”回归保障

虽然净利润下降，但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仍
对这一年的成绩表示满意，这与“转型”分不
开。平安证券首席分析师缴文超指出，保险龙头
企业近几年虽然牺牲了发展速度，但是业务质量
一直在改善。
2016 年年报显示，新华保险首年期交业务同比
增长 41.3%，
十年期及以上期交业务占首年期交的比
例为 59.7%；
中国人寿新单保费中首年期交保费和十
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两项指标均实现两年翻一
番；人保寿险首年期交保费同比增长 173.9%……期
交业务引领增长、
续期拉动发展的模式，
意味着保险
业务越来越成为
“细水长流”
的买卖。
服务方面也在改善。以新华保险为例，从保
单继续率和退保率来看，个人寿险业务 13 个月继
续率为 88.3%，同比提升 3.3 个百分点；退保率为
6.9%，同比下降 2.4 个百分点。
王国军认为，中国险企在业务结构，如投资
型与保障型险种配比、短期长期业务均衡以及客
户服务上都向积极方面发展；同时，保险公司积
极投资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如信息系统、程序升

去年中国保险业颇不宁静。不时爆出的万能
险高利率和高杠杆资金举牌，让保险市场和股市
为之震荡。随后“保险姓保、监管姓监”的官方
表态，才为市场注入了镇定剂。
从上市公司年报来看，保障型险种在各大险
企中的比例在提升：中国人寿一年期新业务增速
创 2005 年以来新高；人保寿险的传统型保险及意
外、健康险累计保费收入达到分红险、万能险收
入的 3 倍多。
观察净利润逆势上涨的中国平安即可发现，
虽其先后涉及银行、保险、证券、互金等多元业
务，但从净利润构成来看，保险业务仍占半壁江
山。其中，长期保障型业务的新业务价值在寿险
业务中占比 74.5%。
王国军认为，“在保监会的明确表态下，保险
公司都在向回归保障这个方向去转。这体现在业务
结构中保障型产品更加突出并加大销售力度；投资
的布局更加谨慎稳妥；同时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等，提高行业的整体声誉。在规则更加明晰
的情况下，保险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更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