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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宣昌能在宁波证监局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时指出

优化监管理念 提升一线监管能力

要做到打铁自身硬，做忠诚、干净、有担当的监管干部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近日，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

助理宣昌能在宁波证监局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时指出， 证券期货监管系统

党员干部要立足监管工作实际， 结合

自身业务和专业， 真正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懂弄通做实，优化监管理念，提

高监管水平，提升一线监管能力。

宣昌能指出，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习近平总书

记所作的报告气势恢宏、思想深刻，是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是马克思主义的

纲领性文件。

宣昌能认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事关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

远发展， 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对于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

宣昌能强调，党的十九大精神内

涵丰富，其中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

新理论， 特别是对我国资本市场建设

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字斟句酌，细

细体会，认真落实，证券期货监管系

统党员干部要立足监管工作实际，结

合自身业务和专业，真正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学懂弄通做实。 一要深刻认识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同落实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二

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发生的重大变革，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 要深刻认识过去

5

年党和

国家发生的历史性、深层次、根本性

变革，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要深刻把握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部署和任务，进一

步履好职尽好责。既要立足国情、深化对

辖区监管工作规律认识，又要开阔视野，

加强国际经验比较，优化监管理念，提高

监管水平；既要打牢专业基础，掌握新知

识、研究新情况，又要积极投入实践，提

升一线监管能力； 同时还要做到打铁自

身硬，深刻理解管党治党的新要求，把党

风廉政建设、 反腐败和防控廉政风险摆

在更加重要位置，做忠诚、干净、有担当

的监管干部。

宁波证监局全体党员干部参加宣讲

会。会前，宣昌能听取了宁波证监局党委

班子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

汇报。

中国的“利率之锚” 在哪？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美联储上周加息后， 中国央行随

即上调了国内

7

天期、

28

天期逆回购

以及

1

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

利率各

5

个基点，昨日又上调了

14

天

期逆回购利率

5

个基点。目前，中国央

行暂未“跟随”美联储上调国内存贷款

基准利率。

为什么不动基准利率？ 从表面上

看，加息的信号意义太强，容易引发市

场较大变动；加息，直接提升了银行对

企业的融资定价，有悖于“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政策；加息，可能向国际社会

不恰当地释放人民币“将主动贬值”的

含义。

另外， 中国不加息的原因还与中

国的 “利率之锚” 已发生重大变化有

关。自利率市场化启动数年来，国内传

统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正在逐步

丧失其“利率锚”功能。也就是说，此次

美联储预料之中的加息， 对已适应利

率市场化节奏的金融机构来说， 其投

资交易行为不必再唯央行基准利率变

动“马首是瞻”。 比如说，中国

10

年期

国债收益率从

2016

年

11

月迄今已累

计走升约

130

个基点（接近

4.0%

），早

已消化了美联储

2017

年将数次加息

这一预期。

中国的“利率之锚”，已不再是传

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 而是活跃于市

场中的以

7

天期为主的（正、逆）回购

利率或更长期限的

MLF

利率等市场

化利率。

如前所述， 相比调整基准利率而

言，这些由数万交易员每日通过交易给

出的市场利率不仅更精准及时，而且也

更有利于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向其他

环节传导。 美联储此番年内第三次加

息，中国央行不是上调基准利率，而是

视宏观政策环境、阶段任务达成情况等

逐步分次调高市场操作利率，对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的影响不会过于直接和生

硬，同时又能更好落实金融“去杠杆”和

“控杠杆”。

在楼市调控中，市场利率锚的作用

更有效。 假设一位购房者

2015

年初以

85%

折扣的商贷利率 （

4.9% ×0.85 =

4.17%

） 按揭了一套住宅， 如果央行在

2017

年

12

月加息

0.25

个百分点，那么

2018

年开始他的实际贷款成本将变成

4.42%

， 按揭总成本有约

6%

的增加；而

实际上，在央行并未上调基准利率的当

下，各家银行因自身风险权重、收益比

较等考虑，多数已将住房按揭利率上浮

至基准利率的

1.2

倍或更高， 对投机购

房的制约更为有效。 换一个说法，单纯

加息可能对存量市场略有影响，但有效

的利率市场化操作则会直接影响增量

市场。

美联储

2018

年或继续加息， 以美

元计价资产（如国债）收益上升可能带

来中国资本外流，彼时中国央行会否仍

对基准利率按兵不动？ 目前中美

10

年

期国债收益率 （中国

3.94%

， 美国

2.40%

）间利差超过

150

个基点。 美联储

明年若三次加息计

0.75

个百分点，那么

美国国债收益率将升至

3.15%

； 中国即

使不加息， 两者间利差仍有约

80

个基

点。 相反，美国减税带来的复杂影响，更

需要中国政府积极、智慧应对。

深交所与江苏共建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培育基地

12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江苏合作共建“深交所江苏创新创业企业上市培育基地” 协议签约仪式在深圳举行。 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杨岳，深圳证券交

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建军等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该基地由深圳证券交易所、江苏省金融办及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三方共同建设。 （吴少龙）

深交所/供图

两家“停牌钉子户” 复牌后大跌

还有哪些长期停牌公司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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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资82亿！ 蚂蚁金服

紧急输血旗下两小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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