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B.COM.CN

2018/4/16

总 2254 期 / 每周一出版 / 本期 48 版
新闻热线：（010）8889003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
社长 / 金碚 总编辑 / 李佩钰

本报官方微博

本报官方微信

零售价 / RMB5.00 HK$10.00

A2

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上半年或将出台
中车租赁巨亏黑洞
国资或存 50 亿元损失风险

A2 企业称政府部门
问询美国大豆新订单

A8 提速 + 全覆盖

海南：三十而立 向海而生
A5~A6

B13

张朝阳的下半场和
王小川的十四年

本期热词

金立迷途

C7

此前外界传言金立在今年初被曝出现裁员情况， 不过， 不少金立工作人员向记者证
实，裁员在 2017 年 12 月份已经开始。

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超预期

金立迷途 —C1
——

迎难而上

B2 拟上市银行不良双升压力陡增

为了充分尊重国际市场，并管理好国际投资者的预期，现在银行机构正更多地使
用多币种、多机构同时发行债券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难度更大。

B7 备案大考再生变
大平台争取先发优势

曾强：独角兽对政策、
投资环境要求更高

“
一带一路”资金缺口大 金融机构发债迎难而上——
—B1

“发力”页岩气

C8

根据 BP 最新发布的《2018 世界能源展望》，到 2040 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第二大页岩气生产国，日产量将达到 220 亿立方英尺（约为 6.23 亿立方米），发展潜

“
要在独角兽企业出现问题时，进行重组整合，提供环抱式服务，避免因为这些独角兽企业

C4 “并购狂人”赵伟国辞任背后
“紫光模式”何去何从？

力巨大。

的崩塌式的失败导致资金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鑫根资本创

天然气消费年增 17% 财政部减征资源税“
发力”页岩气 ——
—A4

始合伙人曾强。

C6 “一带一路”倡议
将加深区域一体化合作

“
海上丝路”的中国意义

D1 耐克疲软

E1

社评

金融开放不等于金融“放开”
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 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到中国将
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其中，金融服务

力普惠金融和金融广化； 而产品设
计方面并没有放开， 合理控制了金
融深化。

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最需
要监管的领域。 要以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 以强化金融

18.61%，次年有所缓和。 最新预测结
果，到 2020 年，发达国家国民储蓄率
会达到 22.15%。 相比之下，我国多年

现在到未来，贝莱德的一项首要之务
就是增加我们在世界各地高增长市
场的影响力和渗透率， 尤其是在亚

我们会改变世界。
不过，年内资本账户逆差明显扩
大的情况难以出现，对外投资的“阀

业开放是市场最关注，也是最为具体
的开放措施。
面对金融开放，市场情绪颇为高
涨，大多憧憬于未来的外资引入和金
融改革。 我们认为，金融开放应保持
谨慎，不应过度解读。 尤其是距离十
九大提出“
三大攻坚战”仅仅过去不
到半年， 金融稳定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金融去杠杆和金融监管也在不断
加码，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开放等同于
金融
“
放开”。
首先， 从官方公布的金融开放
时间表来看，无论是银行、保险、证

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无非是
出于坚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主基调。 众所周知，爆发于 2007 年
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工具过
度创新的结果——
—产品层叠 和 嵌
套不断演进， 相互关联错综复杂。
最终在当时“并不起眼”的次级抵
押贷款问题上，上演了“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的悲剧。
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 我国面
临着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
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
加” 的严峻挑战和国际金融危机的

监管为重点， 这就意味着要充分吸
取“前车之鉴”，合理将产品创新控
制在“安全边界”内，杜绝脱离实体
的金融过度繁荣。
其次， 金融服务业开放以后，我
国资本账户波动可能加大。 但出于防
范资本外逃考虑，对外投资也需要有
个
“
阀门”。
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来看，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呈现高消费、低
储蓄率的经济结构，而以我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多年来
储蓄率始终位于高位。IMF 统计结果

来的高储蓄率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具有典型代表性。 从上世纪末以
来， 我国国民储蓄率不断攀升，2008
年的高点为 51.84%，尽管之后有所下
降，但也保持在 45%以上，基本是发
达经济体的两倍。
高储蓄率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
资和防范风险的有力保障，我国如此
高位的国民储蓄率自然令他国垂涎。
当某国在缺乏储蓄的时候，想要实现
消费和经济增长，就必须从国外进口
“
剩余储蓄”。 此次博鳌论坛上我国提
出要扩大金融开放，自然令发达国家

洲，而且特别是在中国。 人口、经济和
监管方面的变化——
—包括这些市场
的高储蓄率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快速
增长——
—将创造重大机遇。 ”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在博鳌
论坛上提出，现在全世界需要更多投
资，哪怕美国也如此，比如基础设施
需要很多钱来投，而现在全世界储蓄
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如果说把这些储
蓄通过金融体系很好地配置起来，特
别是在开放的前提下向全世界配置，

门”管控会逐渐呈现。 这是因为当前
世界贸易格局在发生深刻变化，贸易
壁垒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经常
账户顺差面临缩减。 如果这时资本账
户逆差再大幅放量，不仅会抵消经常
账户顺差，更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巨额
减少，削弱风险对冲筹码。 特别是在
美欧等外汇利率中枢抬升的大环境
下，如果盲目
“放开”金融投资项目，
还可能引起大量资本外逃， 使国际
“
热钱”的负面冲击再次显现。

券还是基金， 开放的项目大都是市
场准入和持股比例， 并未提及金融

持续外溢影响。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
的日益提高， 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主

显示，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 2007 年
次贷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国民储蓄率

看到了
“
合作机遇”。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曝光了

产品创新。 简言之，就是允许外资在
基本业务上对我国进一步拓展，助

要矛盾和风险不断暴露， 正不断集
中传导和体现于金融领域。 金融是

基本维持在 22%左右， 危机爆发后，
储 蓄 率 降 低 至 2009 年 的 低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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