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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慎峰在出席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时表示

对各类债市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1

月

13

日， 证监会助理张慎峰在

出席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时表示， 股市

与债市协调发展一直是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的重要命题。

2018

年，证监会将

深化交易所债券市场改革， 增强服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自觉性和能力水

平，加强市场监管，对各类债市违法违

规行为露头就打， 加强交易所债券市

场流动性风险防控， 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问题的攻坚战。

张慎峰强调， 发展债券市场要坚

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的底线。他表示，在简政放权

的同时，要坚持放管结合，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在这方面，证监会坚持以信

息披露为核心， 完善债券市场的日常

监管和多层次信用风险防控体系。 加

强与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协作，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近期，证监会推

动地方法院对厦门圣达威等欺诈发行

中小企业私募债作出判决， 相关责任

人受到刑事处罚，对打击欺诈、恶意逃

废债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

张慎峰介绍，证监会高度重视监管

协调，紧紧依托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

调机制，与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就债

券市场统一发行准入和信息披露标准、

政策性金融债跨市场发行、债券市场统

一执法、完善回购制度、加强信息共享

和失信联合惩戒、规范信用评级等七个

方面达成共识。伴随着相关工作的逐步

落实，债券市场协调规范发展的持续性

不断增强，协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

力也在稳步提升。

张慎峰表示，

2018

年，证监会将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

定的目标任务，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强化依法全面从严监管，深化交

易所债券市场改革，努力推动市场实现

高质量发展，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一是，进一步增强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自觉性和能力水平。 按照“三

去一降一补”的要求，深化要素市场配

置改革，针对债券发行人构建和完善扶

优限劣的分层审核体系，严格限制僵尸

企业、失信企业融资，积极配合做好破

除无效供给， 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部

署。同时，大力支持优质企业、国家重大

建设项目的债券融资需求。 积极引导

各类资金合规参与债券交易市场，拓

展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深度与承载能

力。稳妥发展资产证券化，通过

PPP

项

目、资产证券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等方式方法， 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继

续稳步推进债券衍生品市场发展，加

快丰富国债期货产品， 完善期限结构，

促进国债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是，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开放，提

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证监会将认

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的部署要求， 积极

推动债券市场发行、交易、结算等方面

的制度改革，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大力

优化制度供给，完善激励机制，积极培

育良好的债市投资文化， 进一步发挥交

易所债券市场在支持精准脱贫、 绿色发

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加大对地方政府

规范举债融资、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

领域的支持力度，深化境外主体发行“熊

猫债券”试点，重点聚焦“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合格主体， 支持和鼓励境

外政府、 国际组织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

券，努力形成规模和品牌。

三是，加强市场监管，把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 证监会将坚持依

法全面从严监管， 持续完善债券市场的

准入和日常监管， 推动信息披露质量不

断提升。 督促发行人、 中介机构诚实守

信、履职尽责，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审

慎投资， 不断增强市场运行的安全性与

稳健性。 对欺诈发行债券、 恶意逃废债

务、利益输送、虚假信息披露等行为坚持

零容忍，露头就打。 建立健全市场化、法

制化的债券违约风险处置机制， 加强交

易所债券市场流动性风险防控， 坚决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问题的攻坚战。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挤掉数据水分

需要更加用“力”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继 2016 年辽宁承认财政数据造

假后，近日，内蒙古、天津滨海新区也

自曝存在财政、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

让统计数据造假再成关注焦点。 公众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相继自曝虚增数

据、挤掉“水分” 的行为，让人觉得既

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 是统计数据存在水分

已不是新闻， 统计数据失真可以说是

沉疴顽疾， 一些地方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幅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招

商引资数据、 税收增幅等主要数据均

有不同程度的水分。GDP 增长的三驾

马车中，投资增幅一直主力，也更是各

级官员工作的“重中之重” ， 投资的

“快速增长” 能带来 GDP 增幅“跑步

前进” ， 财政收入的增长就需要税收

的“快速增长”了。

意料之外， 是水分之大出乎外界

意料。先说内蒙古称，财政审计部门反

复核算后，调减了 2016 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530 亿元，占总量的 26.3%，意

味着一个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

下子减少了 1/4！ 而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竟然核减了 2900 亿元， 占比

4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的水分

已经接近 50%，天津滨海新区 GDP 下

调的数字几乎达到 1/3！ 这些数字堪

称惊人，大大出乎外界意料。

经济数据造假危害之大无需赘言。经

济数据不仅仅是事后评价的问题，更重要

的是还承担着事前“预判”的功能。 数据

注水后， 从中央到地方许多经济决策将

被误导，相关政策措施也难以对症下药，

势必会影响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

模， 税收的增加也势必降低了地方政府

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更多的恐

怕还是人民群众对地区发展的失望。

值得肯定的是， 一些地方政府无论

是主动揭短还是迫不得已，揭丑越早、越

主动，也才能更早地解决问题，也能越早

地甩掉追求 GDP 增速的包袱，真正下决

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但自揭伤疤仅仅是正视问题、 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步， 接下来挤掉水分

后， 地方政府更需要自我疗伤的责任与

担当。 内蒙古挤掉水分后，2016 年的债

务率将升至 137.3%，相比之前的债务率

上升 15.6 个百分点。 如何化解政府债

务，需要更多担当、责任和智慧。

与此同时， 一些问题更当引起深刻

反思。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已经淡化 GDP

等指标考核，严抓数据造假，情势确有很

大改观。 然而不时曝光的造假行为还是

让人难言乐观， 而且数据造假不只是发

生在经济领域， 更不是几个主要经济指

标，在众多民生领域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前一段时间备受关注的扶贫数据造假，

还有一些商品合格率数据、 食品药品安

全率数据等也有造假， 几乎每个领域都

或多或少地存在统计数据造假现象。

之所以数据造假如此猖狂， 是因为

造假收益远远高于成本， 处罚根本伤不

到筋骨。我国要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加

大对统计造假问题的打击力度， 遏制统

计造假，已到了非常重要而紧迫的时刻，

也需要更加用“力” ，真正让数据造假成

为一种高风险、低收益的愚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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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地银监局已开出76张罚单

共罚56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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