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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

央行行长易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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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易” 主 易纲直面三大任务与三大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3

月

19

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 易纲被提名并

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

正式结束十五年的央行行长生涯， 央行迎

来新掌门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 在当天人民大会

堂里公布选举结果时， 易纲在会场里拿着

本子和笔认真仔细地做着选票结果的记

录。当念到他的投票结果时，他面部表情并

无明显变化，仍是微低着头记录着。即便在

会后被媒体围堵得里三层外三层， 易纲泰

然依旧，当被问及当选感受时，他表示，“我

的内心是平静而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

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的技术性官僚。 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

他的一致评价。 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

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 易纲的履

历担得起这个位子。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

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

和深度参与者； 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

经历， 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

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

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 更具

挑战的是， 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

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 易纲所面临

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

急迫。

学者易纲：“我是一名教师”

易纲的求学经历， 似乎预示了央行是

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称得上是个学霸。 他以“文革”后

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

在

1977

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

1980

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

学

6

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 并获经济

学博士学位。 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

系任教长达

8

年，且年仅

34

岁便在印第安

那大学获终身教职。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

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

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

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

题的核心。 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 并在

2003

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

《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

1999

年，

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

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 即使

进入央行任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主

要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 货币银行

学和国际金融。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组

织、 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

多次引用。

2009

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

汇局局长的易纲出版了 《中国金融改革

思考录》， 该书主要收录了其在

2003

年

~2009

年间的研究文章。 在该书的开

篇自序中，易纲仍自称“我是一名教师”。

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

文章是用心写的， 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

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

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 ”

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是在

1994

年回国的，起初与林

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与央行

的“缘分”，从

1997

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

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

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

大的冲击， 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

声音甚嚣尘上。

1998

年初，易纲与现任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

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

章， 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

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 资本项目

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

2009

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

撑， 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

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 易纲是个坚定的改

革派。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

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

4

万亿美元，管

理规模如此庞大的资产并实现保值增

值， 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

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

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 引入市场

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

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 从重审

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

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法无明

文授权不可为” 转为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

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

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

2018

年正式实行全

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实行负

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 一是

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

的壁垒， 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

了市场； 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

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新行长的三大任务

和三大挑战

当易纲当选为央行行长的结果公布之

后， 境内外的媒体早已堵在人民大会堂二

楼楼梯口，等待着易纲的出现。

易纲一现身， 瞬时就被媒体里里外外

围堵了三四圈。 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

声， 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

问题”。 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

答又同样精炼且直奔主题。

最先被问及的便是开篇说的当选感

受， 第二个问题便是问他上任后最主要的

任务是什么。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

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

融业的稳定。 ”易纲说了三点。

这高度概括了未来几年易纲所带领的

中国央行的主要使命， 同时也包含了他所

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 易纲对央行

的使命和挑战最熟悉不过，由他“接棒”

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 不过，年过

60

的易纲， 在未来

5

年所要面对的中国央

行，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首要

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

攻坚战。

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

会（简称“金稳会”），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

之间的协调合作， 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央

行， 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

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稳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

解金融风险。落脚到央行，健全货币政策和

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 是维护金融系

统稳定的宏观调控手段。

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宏

观审慎评估体系（

MPA

），其核心内容是以

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扩张， 要求金

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 目前纳

入

MPA

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银行业金融机

构， 但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未来会适时将券商、基金、保险甚至是

大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

MPA

考核范围

内，强化资本约束。

除了

MPA

考核外，未来央行还将统领

对资管业务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 而实

现这些监管的基础， 都是建立在金融业综

合统计体系之上。

二、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考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各国央行的法

定职责。 也因此，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

化， 货币政策调控也成为考验各国央行的

永恒挑战。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易纲对于

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出了四个“药方”：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 管住

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

规模合理增长。 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

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央行要根据调控需

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

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

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

支柱调控框架，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

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

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

MPA

考核，优化跨境

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 对资本流动进行

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

导作用，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

贴现、

PSL

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度。 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

持力度。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

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

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

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三、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

也是易纲在任内需要继续主推的一项重要

工作。 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汇改的议题上，

易纲的态度始终如一———“加大市场决定

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有

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

韧性”。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央

行也已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 在不

少业内人士看来， 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

动只差“临门一脚”，易纲在担任央行行长

任内， 有望实现十余年漫漫汇改路的终极

目标。

搞活外汇市场， 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

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 易纲要走的路还有

很长。

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

不必担忧“独角兽回归” 注会出具“非标”意见将增多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注册会计师是不配枪、不拿国家工资

的经济警察， 必须为投资者站好岗、 把好

关。 ”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

长朱建弟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从

1986

年从事会计审计工作，到带领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打破“四大”垄断，稳坐

中国本土第一大会计师事务所交椅， 朱建

弟见证和深度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

展。 对于监管部门近年来在资本市场服务

和监管上的奋进，他抚掌击节；对“独角兽

归来”和“退市新规”后的中国资本市场

前景，更满怀希望。

稳健制度安排

迎接“独角兽”

早在

1927

年，“中国会计之父”潘序

伦取“民无信不立”中的“立信”二字，在

上海创建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

计学院。

1986

年，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停

办

37

年后复办， 在朱建弟的带领下，立

信打破了“四大”在中国会计行业的长期

垄断格局，成为国内最大的会计事务所。

从某种角度看，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和朱建弟， 是中国资本市场从建立到全

面推进完善制度建设的见证者。 今年两

会期间，“独角兽

A

股上市”和“上市公

司退市新规” 的制度安排双双提速。 对

此，曾经操刀“退市第一股”水仙股份审

计工作的朱建弟直言“很高兴”。

朱建弟认为，

IPO

改革持续进行，是

为了鼓励真正优秀的企业在

A

股上市，

让中国投资者一起分享红利。 同时，“有

进有退”， 近期在深入改革

IPO

制度的

同时，进一步完善退出制度，有利于解决

部分企业“僵而不死”和壳资源“爆炒”等

问题。 这些对提高

A

股上市公司质量，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有积极的影响。

欢呼声之外，市场最近对“独角兽回归”

也有疑虑。 对此，朱建弟认为不必担忧：证监

会在支持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企业等

方面的力度正在加大，相信监管部门会以试

点的形式逐步通过合理、稳健的制度安排来

推进“独角兽回归”，而目前

A

股市场，也已

经有足够能力接纳一部分企业的回归。

用审计为资本市场“看门”

谈到审计业务的重要性，朱建弟援引中

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立信

90

周年纪念仪

式上 “注册会计师是会计信息质量的看门

人”的发言：“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以充分的

信息披露为核心，公众公司披露的信息尤其

是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必须

通过审计制度安排解决公众公司和公众投

资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

朱建弟认为，如何做好“看门人”，首要

的仍然是勤勉尽责，独立、客观、公正地做

好专业服务，遵循职业道德，确保经济数据

的真实、准确，及时发现风险所在，确保企

业信息披露的客观性。

“非标准审计意见” 或增加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注册会计师

得炼出火眼金睛来。 ”朱建弟说，做好“经济

警察”， 在审计过程中排摸企业运行的真实

情况并非易事，一方面，上市公司及大股东

利润调节、舞弊、欺诈发行的手段层出不穷，

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手段却相当有限。另一

方面， 目前有很多新情况和新业态出现，和

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完全不同，审计人员必

须不断去更新知识体系，学习新的知识。

这也符合我国审计准则与国际趋同，

促进审计行业规范发展的方向。 根据财政

部的部署，

2018

年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将第

一次全面执行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

1504

号》， 上市公司审计难度也将因之

大大增加。

根据新准则的要求， 注册会计师要逐

个披露关键审计事项， 包括认定其是审计

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的原因及该事项在

审计中的应对情况，还包括应对措施、程序

概览和结果、注册会计师对事项的看法等。

一直以来， 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财

务报告提供的审计意见分四种， 除极少数

外，

90%

上市公司收到的都是“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 在朱建弟看来，随着会计师执

行谨慎性的提高和监管加码， 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 保留

意见（含带解释性说明的保留意见）、无法

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等“非标”意见的将逐

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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