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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

逐步改变“货币多、资本少” 的金融结构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要解决金融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
性问题， 重点任务就是要调整优化金融市
场体系结构。 一要逐步改变我国当前“
货币
多、资本少”的金融结构。 二要下大力气补
短板，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打造一个规范、
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显
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更好
提升金融供给效率。 三是要努力化解影响我
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 5 月
五道口全球金融
25 日由清华大学主办的 “
论坛”上，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就改善金融
结构，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
上建议。

阎庆民表示，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形势
复杂严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稳增长、防风
险的任务艰巨， 要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可以从优化金融市场体系结构、
加快金融机构改革、 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
和可获得性以及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四
个方面着手。
阎庆民认为，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
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
障。 首先，要增强金融监管的一致性，既不
能因为监管能力不足导致实体经济发展
受阻，也不能因监管过于超前而制约了金
融要素供给。 第二，要增强金融监管的协
同性，在金融委的领导支持下，协调联动，
形成监管合力。 第三，增强金融监管的有

效性，当前我国经济环境、外部因素多变，监
管机构目标多重，政策有效性降低，金融监
管政策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形成稳定预
期，有效增强市场信心。 第四，要增强金融监
管的安全性。 强化监管主体责任和分工，稳
妥处理好股票质押、债券违规、私募基金、地
方交易场所等重点领域的风险，切实维护金
融稳定安全。
阎庆民表示，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首
先，要加快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步伐，完善发
行、上市、退市、交易、并购重组等一系列规
则；其次，压实中介机构的责任；第三，优化交
易监管制度，不允许行政干预股指，最大限度
实现投资者的公平交易；第四，强化交易全程
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准确、完整、及时披露信

息；第五，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加快推进《
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实现持续监管和精准监
管；第六，构建多渠道提高投资者教育和保护
的阵地； 第七， 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统一监
管，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
关于如何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可获
得性，阎庆民表示可以从提高适应性、灵活
性、复杂性和避险性方面着手。 金融机构要
针对实体企业堵点、痛点、难点开“
药方”，下
大力气提升服务质量。 考虑研发复合型产
品，全方位、多角度匹配企业需求。 深入了解
实体经济需求，以更具前瞻性、创新性的理
念，设计和提供更多避险工具，帮助企业建
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整个经济社会抗
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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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做空人民币汇率
非明智之举

云南 工业大麻还缺一个产业规划
证券时报记者 顾惠忠
5月 23 日， 云南省科技厅网站挂出的
相关《
通知》将工业大麻列入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 看起来当地对工业大麻的产业定位
有升级之意。 云南是我国允许工业大麻种
植的两个省份之一， 合法种植工业大麻已
有 10 年，工业大麻种植遍及 13 个州的 38
个县。近日，证券时报记者赴云南实地调研
当地工业大麻产业。

今年种植面积或达10多万亩
种植净利并不高
5月 23 日凌晨 3 点多，红河州泸西县下
起了雨。 听到雨声，康麻生物副总经理刘华
春兴奋得睡不着觉，拿起手机给睡在隔壁的
另一位副总经理张华发微信：“
睡着了没？ 下
雨了！ 下雨了！ ”又给文山、沾益的同事发微
信：“
你们那边下雨了没？ ”没一会儿就有了
回应，“
我在听雨！ ”“
我们这边也下了。 ”
一场雨让刘华春们兴奋成这样是有原
因的。春节以后，云南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
雨，严重影响了工业大麻的播种和生长。在
曲靖市沾益区， 有的长到 30、40 厘米的工
业大麻都旱死了。 康恩贝集团今年计划种
植 2.4 万亩工业大麻，但因为干旱，至 5 月
22 日才种植了 9000 亩。 好在工业大麻播
种季节长，6 月中旬前播种或补种都不会
有太大影响。
在沾益， 记者碰到了当地最早种植工
业大麻的汉晟丰公司老板李涛。在 2012 年
的南博会上， 李涛看到雅戈尔的工业大麻
展品和鼓励工业大麻种植的宣传， 动起了
种植工业大麻的心思，次年在景洪、沾益等
几个地方试种， 最后选择在沾益建立种植
基地。 2015 年， 云南省农科院试验云麻 7

号时，他就参与了试种，但直到 2018 年才
有微利。
李涛告诉记者， 刚开始他是流转土地
自己种植，但用工成本不好把握，农忙时还
请不到农民；后来，他改成公司＋农户合作
的模式运作， 给农户保底收入和承担种子
等种植成本，运营成本变得可控，田间管理
能够及时进行，种植变得顺利。 2017 年，李
涛正式种植云麻 7 号， 花叶的价值提升增
加了工业大麻的收入， 但云麻 7 号的种植
技术要求较高，种得好花叶中 CBD（
大麻
二酚） 含量能到 1.6%， 种得不好只能到
0.9%， 直到 2018 年他们摸索出一套成熟
的种植技术，才实现盈利。
“
今年工业大麻股票猛涨给民众普及
了相关知识， 现在朋友碰到我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原来你是种工业大麻的。 ”李涛
笑言。他说，今年他有信心将一半左右的花
叶 CBD 含量做到 1.6%，这样的话，种植净
利可以做到 15%~20%。正因为对自己的种
植技术有信心， 他今年的种植面积从去年
的 3000 亩增加到了 8000 亩。在他看来，工
业大麻种植的利润并不高，是苦活累活，如
果是流转土地自己种植可能赚不了钱。
康恩贝集团沾益基地靠近珠江水源
地， 负责这个基地的希美康农业开发公司
董事长方华荣告诉记者， 基地已运营了 9
年， 种植了 4 万亩银杏， 并通过了欧盟认
证。在种植工业大麻方面，今年计划在银杏
地上套种 3000 亩，并以公司＋农户合作的
模式在基地之外种植 2000 亩， 总共 5000
亩，现在播种已基本结束。在他们的银杏地
上，记者看到套种的工业大麻已长到 20 厘
米左右。 “
如果不是干旱，应该长到半人高
了。 ”言语之间，方华荣盼着下一场痛快淋
漓的大雨。
今年沾益大概有 4 家企业种植工业大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近期， 监管部门高层频频对
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发表看法，
旨在稳定市场预期。 上周末，银保
监 会 主 席 郭 树 清 在 一 篇 超 6000
字的书面演讲中再次大篇幅谈及
对汇率波动的看法， 指出人民币
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 但是从
长期看， 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
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5 月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快速下跌， 是受中美贸易 摩 擦 升
级引发的市场贬值预期所致， 汇率对市场预期有所反应是市
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这也是人民币汇率日趋市场化的表现。
不过， 尽管汇率的短期波动会受事件驱动和市场情绪的
影响，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引发汇率超调，但任何一个国家汇
率的中长期走势，必然受经济基本面的主导。中国经济是一片
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 高 质 量 发 展 阶 段 的 “爬 坡 过 坎 ”关 键 期 ，只 要 坚 定 不 移
地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公平

康恩贝集团沾益基地套种的工业大麻。

顾惠忠/图文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必定会在国内市场释放巨大
的增长潜力和需求空间。 凭借着中国经济的韧性和蕴藏的巨

麻，种植面积接近 2 万亩，包括顺灏股份的
1000 亩。 截至 5 月 26 日，康恩贝集团大概
已种植了 1.2 万亩。 从整个云南来看，今年
实际种植面积可能会在 10 万亩~15 万亩，
5 月 23 日下雨后， 大概抢种了 4 万亩~5
万亩。与前些年相比今年是大幅增加了，但
受种子供给等因素影响， 实际种植面积不
会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多。 有的上市公司公
告的规模比较大，但因为动手晚了，种植许
可证都未拿到，今年种植不了。

今年或可新增几家提取工厂
等待联合国政策放开
康恩贝参股的康麻生物在沾益有一个

提取工厂，就在康恩贝集团沾益基地内。 在云
南调研期间，记者看到，这个沾益提取工厂是
利用原除虫菊花叶提取工厂改造的， 提取阶
段的亚临界装置仍在运行，基本不需要改造，
纯化车间正在改造中，设备正在安装，预计年
产 CBD 晶体 3 吨~5 吨。
顺灏股份工业大麻提取工厂选址在沾益
城区边上。 5 月 22 日，记者找到了这个地方，
云南绿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看到只有一块 “
工业大麻加工基地”的牌子，土地还未平整，
预计今年难以建成投产。 在牌子那，记者碰到
几个人，一问，说是广告公司的，5 月 24 日基
地举行奠基仪式，他们受聘为奠基仪式搭台。
辗转到泸西后， 记者来到了康恩贝全资
子公司云杏生物。
（
下转 A2 版）

大升级换挡的潜力， 人民币汇率中长期保持稳定的基础依旧
扎实。
不可否认，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扰乱了市场信心，并加
剧 了 金 融 市 场 波 动 。 一 些 人 民 币 汇 率 做 空 势 力 蠢 蠢 欲 动 ，但
“想做空”和“敢做空”有着明显的不同。 如果汇率因市场羊群
效应出现不理性超调，货币当局仍有必要出手稳定市场预期，
保持汇率稳定。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汇率的波动性逐渐增加，近两三年也出现过汇率急贬，央行在
此过程中逐渐积累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汇率超调的办法，
并非只靠 3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家底”，市场沟通、逆周期
因子、远 期 结 售 汇 风 险 准 备 金 、离 岸 央 票 、加 大 外 汇 违 规 行 为
打击力度等外汇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组合拳均在实践中证
明对纠正汇率超调行之有效，汇率做空机构并不可怕。
到目前为止， 此轮人民币急贬并未显著改变居民和企业
的结售汇行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也逐渐提高了居民和企业
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 大众能够以更成熟理性的态度看待汇
率涨跌。 如郭树清所说，虽然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但中国
企业和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恐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
买卖外汇获取投资收益是不现实的。 当大众能够以平常心看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就接管包商银行问题答记者问

待汇率波动，三人成虎的恐慌情绪就难以在市场广泛蔓延，汇

包商银行个人储蓄存款本息全额保障

的条件和能力，以及大众对待汇率波动日益成熟理性的观念，

率就能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综合看，不论是中长期的经济基本面，还是应对汇率超调
均说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并
未改变，投机做空人民币并非明智之举。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就接管包商银行问题
答记者问。
一、 包商银行被接管后的处置原则是
什么？
一是全面依法依规开展接管工作。 二
是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 最大限度保护存
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 保持包商银
行业务不中断。三是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区
分情况落实责任。 四是努力实现处置成本
最小化。
二、包商银行接管前后，客户存款安全
性方面有何不同？
包商银行是因为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
接管的。接管后，包商银行事实上获得了国
家信用，储蓄存款本息得到了全额保障，企
业存款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从最近两天的
情况看，包商银行各地网点资金充裕，储户

存取款自由，秩序井然。
三、接管前的个人储蓄存款如何保障？
接管后， 对接管前的个人储蓄存款本息
由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和存款保险基金全额
保障，各项业务照常办理，不受任何影响。
四、 接管前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如何
保障？
含）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
5000 万元（
负债， 本息全额保障；5000 万元以上的对公
存款和同业负债， 由接管组和债权人平等协
商，依法保障。
按前述政策保障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
债，接管后其本息均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
存款保险基金全额保障。各项业务照常办理。
五、 接管后新增的存款和其他负债如何
保障？
接管后新增的个人储蓄存款、 对公存款
和同业负债本息，由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存
款保险基金全额保障，各项业务照常办理，不
受任何影响。

六、包商银行被接管后，其发起设立的村
镇银行经营是否会受到影响？
包商银行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是独立的
法人主体，包商银行被接管后，这些村镇银行
继续独立经营。 接管组将主导包商银行履行
主发起行的责任， 这些村镇银行的正常经营
将得到更好保障。
七、 接管包商银行是否会增加银行体系
流动性压力？
接管后， 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将通过提
供流动性支持、及时调拨充足现金、确保支付
系统运行通畅等措施， 保持包商银行正常经
营。人民银行将关注中小银行流动性状况，加
强市场监测， 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
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八、 当前我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是
否稳健？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好于预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

韧性持续增强。 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金融风
险趋于收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大型银行持
续稳健运行， 中小银行经营管理能力取得长
足进步。 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人
民银行、 银保监会不断加大对中小银行的政
策支持，推动中小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中小银行的发展将更加健康。
九、建设银行作为托管行将发挥什么作用？
建设银行将以国有大行稳健的经营理
念、 长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领先的金融科技
力量，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包商银行
开展全面合作，在提升客户体验、加强内部管
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优化 IT 架构和功
能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托管期间，建设银行
将全力帮助完善包商银行公司治理结构、风
控体系，促进其正常经营和稳健发展，推动包
商银行价值提升。 作为托管银行，建设银行将
依法、公正履行托管职责，与包商银行建立利
益冲突“
防火墙”，不争抢包商银行客户资源，
不发生不当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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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暴力抗法引发巨震
深大通董事长引咎辞职
两次致歉，三人辞退，董事长也引咎辞职了。

A5
八成重仓股下挫
券商自营或拖累二季度业绩
随着股市下跌，券商自营重仓股受伤颇深，4 月以来市值
缩水已近 38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