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主管

环保督察组收队
染都恢复供汽染料企业复产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

证券时报社

主办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A5

2017 年 9 月
星期四

14

今日 128 版

贾跃亭精准收回乐视网借款
违背两项承诺遭关注

第7151期

A叠32版 B叠96版

A6

宏达股份控制权生变
泰合集团浮出水面

国务院：彻底清查落后钢铁产能

A6

尽快提出进一步促进利用外资的措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投资信心和创业创新活力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13 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务院
第四次大督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施落
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持续狠抓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取得更大成效。
会议指出， 督查是政府完善事中
事后监管、提高政策执行力的重要举
措。 在连续三年开展全国大督查的基
础 上 ， 近 期 国 务 院 再 次 对 18 个 省
（
区、市）开展实地督查，并组织有关
部门自查。 总的看，各地区各部门积
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重大政策措施、重点任
务等，取得明显成效，巩固和发展了
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进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促进了民生改善。 督查也

发现一些地方去产能工作不扎实不
到位、投资项目报建和银行开户等审
批用时长、 涉企不合理收费屡禁不
止、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多等问题。 会
议要求， 一要对发现的问题抓紧整
改。 坚定不移去过剩产能，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彻底清查未纳
入“
地条钢”清单的落后钢铁产能，一
旦发现从严处理，并严肃问责，防止
死灰复燃。 相关部门要抓紧出台措
施，整治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等存
在的重复、偏高和过度收费，坚决取
缔违规收费。 商务部要尽快提出进一
步促进利用外资的措施。 发展改革委
要牵头对解决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
项目调整不规范导致资金闲置、推动
项目施工图联合审批等拿出办法。 二
要推广督查中发现的各地在深化“
放
管服”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创业

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典
型经验做法。 三要对督查中各地提出
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采纳。 对涉及法
规制度立改废的要深入研究，对可以
立行立改的要尽快落实。 会议强调，
以上督查整改情况年底前要向国务
院汇报。 要建立重大决策部署常态化
督查督办和激励问责机制，以改进政
府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的更大成效，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指出， 开展第三方评估对提
高公共政策绩效具有把脉会诊和促
进完善的积极作用，是督查工作的重
要补充。 受国务院委托，全国工商联、
国家行政学院采取实地走访、座谈等
方式， 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
进民间投资等重点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了第三方评估。 评估表明，实
施上述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

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动力、扩大就业发挥
了重要作用。评估报告还对完善政策、优
化环境、 加强统筹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
议。 会议要求，要运用好评估成果。 发展
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 认真梳理研究
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一要以市场主体感
受和诉求为导向， 围绕适应新产业新业
态快速发展填补政策盲区、完善创业投
融资体系、提升“
双创”服务体系水平、
破解民间投资隐形障碍等，进一步推动
政策完善和创新，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增强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信心和创业创
新活力。 二要加强政策配套。 制定政策
实施细则要紧扣政策设定的目标，避免
市场主体被不合理的门槛挡住或绊倒。
三要加强政策协调，减少政策模糊地带，
提高可操作性。 要用好新媒体等各种手
段， 使政策广而告之， 便利市场主体知
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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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虚拟货币” 监管的逻辑

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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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停止首次代币发行(ICO)活动
之后，如何对“虚拟货币” 进行监管进
入人们的视野。最新消息是，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呼吁会员不参与任何与所
谓“虚拟货币” 相关的集中交易或为
此类交易提供服务。对“
虚拟货币” 及
其相关活动， 什么样的监管态度才是
合适的？
首先，明确所谓虚拟货币与其衍生
产业的不同性质， 对造币活动的 ICO
不给任何机会。
“虚拟货币” 不是货币的一种形
态， 本质上全部是纯度 100%的庞氏
产品。 传统的庞氏产品，一般都会宣
扬自己很值钱，但以比特币为模板的
各 种 “币 ” 则 直 接 宣 称 自 己 就 是
“钱” ， 这是庞氏产品创新达到巅峰
的标志。 但是，从目前看，各种“币”
的总市值仅为一家中等美股上市公
司市值，与全球百万亿美元量级的法
定货币相比微不足道，对货币秩序尚
未造成影响。 自比特币诞生以来，各
国央行基本上任其自生自灭，把重点
放在防范其成为恐怖活动、洗钱等犯
罪的工具。
ICO 则不同，它是各种“币” 的
衍生产业，又涉及投资和融资，它一开
始就属于传统的金融监管范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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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态度模棱两可，很快就会失控。最
近一两年，以“币” 为道具的诈骗、传销
已经出现了指数式增长，再任由 ICO 发
展，更多的“币” 被创设出来，社会上万
“币” 齐鸣，最终不但金融秩序受影响，
而且社会秩序也会受到影响。
其次，直接取缔各种“币” 目前还不
现实，只能把交易作为监管重点。比特币
等各种“
币” 的疯狂不同于金融泡沫，金
融泡沫持续一段时间后大多自然破裂，
带有奇幻色彩的各种“币” 不是泡沫，而
是纯庞氏产品， 但它的自然消失可能需
要更长时间。 各国现有法律也不易找到
禁止各种“币” 的依据，所以，除了防范
洗钱等犯罪外，现状是与“币” 相关的交
易活动事实上也没有特别监管。
此前有传闻称， 监管部门有意对交
易平台实行准入制，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
不明智。因为，交易准入不仅会强化人们
对“
币” 合法化的认知，其责任之重也是
监管者无力承担的。 直接禁止虚拟货币
和法币之间的交易，则是比较好的选择。
此举可以堵死“虚拟货币” 是一种货币
形态这种认知的空间， 最大限度地控制
“币” 本身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现实和
潜在危害，同时，采取这样行动的法律依
据又是充分的。
最后，虽然各种“币” 是跨境庞氏产
品， 但各国货币和监管当局态度上的差
异，为其存在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监管
者既要关注和参考其他国家的监管动
向，更要考虑到在中国“币” 一旦泛滥危
害更大这一现实， 该采取行动就要采取
行动，不必过度观望别国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