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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经济去杠杆在所难免

信贷偏紧将成为常态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每年年初，商业银行新增贷款都会

飙升，今年也不例外。 有消息称，今年

1

月份前两周，四大行新增贷款接近

3000

亿元，明显多于去年同期水平。 照此速

度，

1

月份新增贷款将会轻松超过万亿

元，信贷市场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

不过， 市场可能只会维持短暂的

兴奋， 因为中央银行已经及时发出了

警示。在日前召开的

2014

年人民银行

货币信贷工作会议上， 央行要求货币

信贷部门及时提示风险， 引导金融机

构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 合理

安排贷款投放节奏， 防止资产过快扩

张。 可以预期，用不了多久，信贷增速

就会回归正常。

货币和信贷水漫金山早已经是明

日黄花， 持续了较长时间的资金偏紧

状态仍将继续下去， 因为决定资金供

需的基本面已经彻底改变。

中央银行供应基础货币， 商业银

行体系通过信贷活动进行货币创造，

循着这一经典路径， 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 中国的金融体系似乎开启了货币创

造的“永动机”。原因是，由于在汇率政策

上欠缺足够的灵活性， 中央银行长期被

动吐出基础货币， 而商业银行则充分发

挥了在信贷扩张上的主动性， 搭乘经济

快车迭创信贷天量。

如今， 这一货币创造机制已经走到

尽头。随着中国国际收支逐渐趋向平衡，

中央银行已经找回了大部分主动权，吞

吐货币基本恢复正常，有些时候，央行甚

至要为如何保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做做

文章。至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活动，早

已纳入信贷管理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的

层层管理之中，无论是总量还是节奏，都

无超出预期的可能。

当然， 仅仅观察商业银行的信贷活

动无法准确把握整个社会的融资活动，

因为近两年来影子银行快速扩张， 已经

可以与商业银行体系平分秋色。不过，随

着若干个“某某号文”出台，影子银行身

上的紧箍咒也在不断增多， 从近期的数

据来看，其扩张速度明显放缓。 虽然“要

承认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但几乎没有

继续放任野蛮生长的可能。

退一步讲，即便银行体系的资金供给

源源不断， 要全部找到买家也是件难事。

银行贷款找的是项目， 项目分政府项目、

企业项目和个人项目， 能否继续上项目，

取决于政府、 企业和个人的负债水平，目

前来看，情况并不乐观。 中国社科院的一

项研究表明，

2012

年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

到

111.6

万亿元，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为

215%

， 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

已经很高，去杠杆在所难免。

2014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昨在京召开

肖钢：推进监管转型实现六个转变

精简行政审批备案登记；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推进资本市场中央监管信息平台建设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肖钢

昨日在参加“

2014

年全国证券期货监

管工作会议”时，就大力推进监管转型

发表讲话。肖钢表示，监管转型有九大

主要任务， 需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备

案登记等事项，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等。

肖钢指出， 推进监管转型是证

监会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

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是资本市场改

革创新的内在要求， 是顺应时代发

展潮流的必由之路。 监管转型是指

监管理念、 监管模式和监管方法的

革新和转变， 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现代证券期货监管规律的

新探索。

肖钢表示，推进监管转型要实现

“六个转变”：一是监管取向从注重融

资，向注重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均

衡、更好保护中小投资者转变。 二是

监管重心从偏重市场规模发展，向强

化监管执法，规模、结构和质量并重

转变。 三是监管方法从过多的事前审

批，向加强事中事后、实施全程监管

转变。 四是监管模式从碎片化、分割

式监管，向共享式、功能型监管转变。

五是监管手段从单一性、 强制性、封

闭性，向多样性、协商性、开放性转

变。 六是监管运行从透明度不够、稳

定性不强，向公正、透明、严谨、高效

转变。

肖钢谈到，监管转型的主要任务，

一是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备案登记等

事项。二是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三是确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监管理

念。四是理顺监管与执法的关系。五是

强化派出机构职责。 六是促进证券期

货服务业提升竞争力。 七是提高稽查

执法效能。 八是推进资本市场中央监

管信息平台建设。 九是建设法律实施

规范体系。

肖钢强调， 监管转型是一项长期

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

监管转型过程中， 特别要注意处理好推

进监管转型和促进市场发展、 推进监管

转型和维护市场稳定、 全面转型和重点

推进、 推进转型坚定性和政策措施灵活

性、转型统一性和创新性的关系。监管转

型，关键在人。 面对繁重的转型任务，必

须切实加强系统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以监管转型带动自身建设，以自

身建设保障监管转型。

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会期两

天。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部门、最

高人民法院及新闻单位的代表， 证监会

机关各部门、 系统各单位的负责人及副

处级以上干部在现场及视频分会场参加

会议。

昨日，深市迎来 IPO 重启后首批 8只新股集中上市，其中 7只盘中均被两次临时停牌，且均以顶格涨幅收盘，换手率最低 6.88%，最高者也不过 21.72%，仅

炬华科技全时段均有交易。 图为 8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共同敲响开市钟（左起：炬华科技丁敏华、良信电器任思龙、天保重装邓亲华、光洋股份程上楠、全通教育陈炽

昌、楚天科技唐岳、新宝股份郭建刚、我武生物胡赓熙）。 （更多报道见 A16版） 郑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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