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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发展面临

新形势的重要关口，这次会议传递出怎样

的金融发展新动向？记者采访了专家和

业内人士。

金融是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

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

基础性制度。

“这是从战略高度、全局角度对金融

作出的新的明确定位。”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说，这一论断体现

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两个一百年”

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金融所能起到的独特

作用。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大国崛起往往离

不开金融强有力的支撑。回顾国际金融

危机历程，经济上的大风大浪是由金融问

题而起。放眼国际公认的几大金融中心，

都与经济强国的地位相匹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分析

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小康、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关键阶段，做好金融工作关系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金融业肩负着重要使命，那就是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为中国经济更好地配置

资源，保护好、使用好改革开放以来辛勤

积累的国民财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

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只要发展得当，在

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金融必将成为中国重

要的竞争力来源。

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

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

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

措。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表示，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源，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迫切的现实

需要。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亟

待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董登新建议，要通过构建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丰富直接融资工具，打通直接

融资渠道，更好地解决创新型企业等市场

主体的融资需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

便利的融资解决方案，从而缓解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助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在当前我国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

为主的现状下，要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

同时，努力改善间接融资，推动国有大银

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

构。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

规范中间业务环节。

曾刚表示，这意味着银行要优化经营

理念，合理设定盈利目标，调整盈利预期，

形成和实体经济长期共同协调发展的理

念。同时，要通过优化监管政策，有序降

低银行监管成本，在降低银行经营成本的

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专

家表示，金融业回归本源，能强实抑虚，更

好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

融需求，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

性和有效性。

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指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

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

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

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曾刚表示，

目前我国经济稳中向好，但企业经营发展

仍面临较大压力，风险会传导至金融领

域。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主要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外部

风险仍存隐忧。

在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下，要推动经济

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

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在

企业降杠杆的同时，要强化金融机构防范

风险的主体责任，整治干扰金融市场秩序

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

会议释放的信息显示，严控地方政府

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

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部分地方官员为

追求短期政绩而漠视关于地方政府举债

的法律法规，还往往把责任转移到继任

者。终身追责，倒查责任，是在鼓励、引导

地方政府在合法合规的基础和前提下干

出政绩，搞好工作。

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根本上讲要靠改

革的办法解决。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

关于金融改革，这次会议释放的信息显

示，要采取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加强金融

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健全风险监测

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等。

在众多改革措施中，“设立国务院金

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

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引人关

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小全

认为，当前金融业混业经营快速发展，跨

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原有

监管体系的协调性亟待加强。中央及时

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高金

融监管的层级，统筹相关监管部门，以“一

盘棋”的思维和手段来保证国家金融稳

定，将有效确保国家能积极应对国内外可

能的金融风险，保证经济转型发展顺利推

进。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一

系列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改革措施，意味

着将致力于实现监管对金融领域的全覆

盖，填补空白和漏洞。此外，这次在金融

机构、金融市场等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改革

安排。

这次会议释放的信息显示，地方政府

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

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

处置责任。

鲁政委说，这一要求明确了金融监管

和金融风险防控工作中，中央和地方的职

责。在中央统一规则下，强化属地风险处

置责任，将更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

此外，这次会议还释放了扩大金融对

外开放的信息。包括深化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改革，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

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等。

周小全表示，要以金融对外开放适应

和满足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新需求，并在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提升中国金融

的质量和竞争力。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新华社评论员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分

析金融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阐明做

好金融工作的重要原则，提出服务实体

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

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

作出全面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

律，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进行科

学谋划，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促进

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供了重

要遵循和实践指南。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世界

近现代史，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的强有

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国

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同时，也

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内经济结构深度

调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大大

增强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发展面临不少

风险和挑战。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

经济稳。做好金融工作，要回归本源，把

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

金融产品体系；要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能力；要坚持市场导向，发挥

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

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

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本固才能

枝荣，根深才能叶茂。金融业属于服务

业，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来获得自身的发

展，才是强基固本之道。把发展直接融

资放在重要位置，改善间接融资结构，降

低融资成本，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

小微企业、“三农”、精准扶贫、绿色发展

等的金融服务，才能让金融之“水”更好

地浇灌实体经济之“木”。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

矣”。维护金融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一件

大事，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

工作的永恒主题。新形势下，我们更要

对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

危害性有充分认识和高度警惕，把主动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完善金融

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是提高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要推动经济去杠杆，把国有企业降杠杆

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

作；要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严格规范

金融市场交易行为，加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健全金融法治体系。坚持标本兼

治、多方施策，方能防患未然、赢得主动，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

深化改革是金融业发展的根本动

力。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现代金融

企业制度，才能为金融业激发活力、行稳

致远打下坚实基础。防控金融风险，从

根本上也要靠深化金融改革。从设立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

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

责，到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培育金融

管理部门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

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再到健全风险

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统筹监

管和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一系列改革创

新举措，都是为了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

齐监管短板，为金融安全筑牢体制机制

的“防火墙”。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

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

革发展正确方向，扎实抓好金融企业党的

建设，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金融人才队伍，为金融业健康发展、确保

国家金融安全夯实组织和人才保障。让

我们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金融工

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

金融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看金融发展新动向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5日在北京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新华社记者 刘铮 谭谟晓 吴雨 刘慧 李延霞 许晟 刘红霞

□新华社记者 卢哲 编制

做好金融工作 服务经济发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

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

立业之本。在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做出全面

部署。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的一项

主要任务，就是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

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把更好服务实体

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金融和实体经济从来都是共生共荣

的关系，实体经济根深蒂固，金融才能枝

繁叶茂；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通畅，实体

经济才会活力四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

核心，金融活，经济活。为实体经济服务，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新的重

大成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

升。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

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

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新形势下，我国

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需求结构升级，但

供给体系没跟上，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

导致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金融要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必须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要求，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抓手，连

接供求、组织资源，在修复国内经济失衡

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转变

方式、优化结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上规模、拼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老路已走

到尽头，金融业要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

上的理念，转向内涵式发展，在供给侧更

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

价值，靠竞争力吃饭。要下决心优化融

资结构体系，打造能满足实体经济需求

的金融链。直接融资要补短板，把发展

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

置，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

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

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

市场体系；间接融资要调结构，加快完成

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

民营金融机构，完善中长期融资制度，满

足准公益性产品和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聚焦主

业、强化服务。各类金融机构应当加快转

变经营模式，做优主业，做精专业，在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要继

续降低金融机构收费标准，坚决治理“不

服务、只收费”现象，清理规范中间环节，

缩短资金链条，避免以“通道”“名股实债”

等方式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努力

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审慎创

新、稳健发展。创新是推促金融业前行的

动力，但创新必须依法合规，不能打着创

新的名义，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

环和脱实向虚，更不能搞金融诈骗。要扎

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围绕人民群众和实

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进行金融创新。要

促进金融机构规范运营，保障金融机构和

金融体系自身健康，解决好金融机构在内

控管理、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竞争能力等

方面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正以

源头活水浇灌实体经济茁壮成长。

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也

必将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任何时候，

实体经济都是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石。做好新常

态下的金融工作，切不可忘记服务实体

经济这个根本，各地区各部门要认识到

位、行动到位，积极主动适应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新要求，扎扎实实把金融工

作做好，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

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