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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与金融反腐专题学习

刘士余：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近日表示，要进

一步深刻认识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的最新要求和坚强决心，推进证监会系

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决防止

不良风气在证监会系统反弹回潮，不断

巩固和拓展证监会系统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

刘士余是在参加证监会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与金融

反腐专题学习时作出上述表述的，此

次专题学习邀请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原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作“全面

从严治党与金融反腐”专题辅导报告。

黎晓宏结合自己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心得体会， 希望证监会党委全

面学、系统学、准确学，读原著、研原

文、悟原理；同时要联系实际学，与党

和国家大局结合起来， 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学思践悟在前、融会贯通

在前、武装思想在前。 黎晓宏重点讲解

了腐败及金融腐败的定义和表现形

式、 金融监管部门包括证监会在内颁

发金融机构牌照的监管许可中存在的

廉洁风险， 以及金融反腐中的巡视监

督等问题， 深入解读了金融反腐面临

的新任务新挑战， 深刻阐释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意义， 系统介绍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方法和成

效， 特别是要切实防范巡视发现的廉

洁风险、道德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经

济安全风险等， 为证监会系统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 抓好证券期货监管

工作、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切实防

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借鉴。

刘士余还向全系统传达了习近平

总书记就新华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新表现值得警惕》 一文作出的重要批

示。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

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内涵丰富、要求

明确， 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 对证监会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加强全系统各

级党组织作风建设， 全面推动各项工

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士余对证监会系统学习贯彻工

作又进一步提出要求。 一是要将传达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 “四

风” 重要批示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一把手要亲自抓。 要结合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的丰

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永远在

路上”的精神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

要迅速组织传达学习， 立即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传达到系统每

个支部、每一名党员干部。 二是要认真

查找 “四风” 突出问题特别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十种新表现，一条条对

照检查，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

作为今年底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 各级党委对证

监会党委、 对党委书记都要提出监督

意见。 三是要继续紧盯元旦、春节等时

间节点， 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在证监会

系统反弹回潮， 不断巩固和拓展证监

会系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全面

从严治党的成果。 四是要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

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即将召开的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等，这

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最新发展成果， 要认真学习

理解，切实增强本领，贯彻落实到监管

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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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放量”与“升价”组合操作

货币政策更加独立灵活

证券时报记者 刘禹成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 美联储宣布

加息 25 个基点。 当日早间，中国人民

银行也上调逆回购与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利率 5 个基点。公开市场

利率调整遵循随行就市原则， 从目前

的资金价格来看，临近年末，货币市场

利率不断抬升， 本次上调操作利率也

属于情理之中。与此同时，向市场主体

传达了合理的利率预期， 预计未来政

策利率的调整将更加灵活。

2015 年底，美联储启动了加息周

期， 而当时中国恰巧处于汇率机制改

革阶段， 人民币汇率承受了较大的贬

值压力。 自 2016 年底起，与美联储加

息步调对应，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操

作利率也曾有过同步抬升。 美联储在

2016 年 12 月和 2017 年 3 月进行两

次加息后， 中国央行也分别上调了逆

回购与MLF 的操作利率，每次均上调

10 个基点。 本次提高政策利率与年初

操作的大环境类似， 市场利率水平均

处于高位，但本次上调利率幅度收窄，考

虑到 6 月份并未跟随调整， 国内货币政

策的独立性进一步提高， 美联储加息对

于中国影响最大的阶段已经过去。

从外部环境看， 美元的变化一直是

人民币走势的关键变量， 在美元偏强的

背景之下，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存在较大

的贬值压力。 但自今年 5 月份在人民币

中间价模型中加入逆周期因子以来，人

民币汇率较好地反映国内基本面的因

素，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人

民币的贬值预期得到扭转。 虽然近期人

民币汇率较为平稳， 但在美联储明年至

少加息三次的市场预期下， 人民币汇率

的未来走势仍不确定， 此次跟随上调利

率也有利于稳定汇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央行本次上调操作

利率的同时，也投放了 2880 亿元 MLF，

加量投放有利于稳定中长期的流动性水

平，保证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实现经济

稳增长的目标。 目前经济增速仍有下行

压力，结合通胀的走势与预期，基本面并

不支持传统意义上的加息。“放量升价”

操作， 不会引发市场关于货币政策过松

或过紧的解读， 有利于平抑市场波动与

冲击。

在金融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 跨境

资本流动持续稳定、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

动的大环境下，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

立性正在加强。展望明年，定向降准将会

在年初落地， 本次政策利率的上调只是

开始，在稳增长与去杠杆的目标下，明年

持续进行“放量升价” 这一组合操作的

可能性将进一步提高。

美联储当地时间 13 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 个基点到 1.25%至 1.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三次加息，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投资者

情绪谨慎乐观，纽约股市反应平稳，小幅震荡后以涨跌互现报收，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创收盘新高。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经济

增长将继续支持美联储渐进加息。 这是耶伦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 （更多报道见 A2版） 吴家明/文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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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今年内第三次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