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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期货的推出，有利于提高我国苹果产业的规范化、标准化

水平，提升我国苹果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增强我国苹果定价的话语权

□ 苹果期货上市后，通过“保险+期货”“期货+订单”与“保险+期

权”等创新扶贫模式的应用，还能引导贫困地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资源

有序流动，实现苹果主产区精准扶贫的目标

为稳定市场对流动性为稳定市场对流动性““年年

关关””的预期的预期，，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在

公开市场加大操作频率和力公开市场加大操作频率和力

度度，，并通过调高公开市场操作并通过调高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以回应美国加息利率以回应美国加息。。此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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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末，市场流动性压力逐渐增
加。近期，美联储如期加息 25 个基
点，又恰逢年末流动性季节性偏紧时
点，市场利率易上难下。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在公开
市场加大操作频率和力度，用提前预
告、随行就市调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
方式，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目前来看，
跨年流动性压力基本可控，平稳跨过

“年关”基本无虞。

“削峰填谷”熨平扰动

12 月 18 日以来，央行在公开市场
连续实现净投放。18 日央行在公开市
场逆回购净投放 2600亿元、19日净投
放 200 亿元、20 日净投放 100 亿元。
进入 12 月份，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继续

“削峰填谷”熨平波动，上旬以回收11
月份大额流动性为主，中下旬以来，由
于企业缴税、银行缴税、政府债券发行
缴款、年底跨季资金需求旺盛等因素涌
现，央行连续开展大额流动性净投放，
资金面紧中有松。

12 月份第一周，央行在公开市场
开展了 1880 亿元 1 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等额对冲了当日 MLF
到期量，舒缓了市场的紧张情绪。央行
同时预告，本月还将开展一次 MLF 操
作，还可能会启用 28 天期逆回购供应
跨年资金，通过提前预告安抚市场的紧
张情绪。

不过，外部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又
在此时显现。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决
定，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由 1.0%
至 1.25%上调到 1.25%至 1.50%。美联
储加息之后，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利

率随之上行。14 日，央行开展了 500
亿元逆回购操作、2880 亿元 MLF 操
作，中标利率均比此前高了 5 个基点。

“岁末年初，银行体系流动性需求较
强，公开市场操作投标倍数较高，利率
随行就市上行是反映市场供求的结果，
同时也是市场对美联储刚刚加息的正常
反应。”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负责
人明确表示。

为稳定市场对流动性“年关”的预
期，央行相关负责人更明确表示，考虑
到岁末年初银行体系流动性需求增强，
央行将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障银
行体系合理的季节性流动性需求。对
于 2018 年春节前主要商业银行因现金
大量投放而产生的流动性需求，央行也
已作了安排。“总的来看，银行体系跨
年、跨春节流动性供应是有保障的。”
该负责人强调。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陈冀也认为，一方面调高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以回应美国加息，另一方面央行又
加量投放流动性，这种“量增价升”的
模式较好地形成了松紧对冲。“考虑到
当前央行的调控节奏和跨年后定向降准
就能实际落地，跨年流动性压力目前来
看基本可控。”他说。

加强流动性管理

在公开市场灵活操作的同时，央行
又推出质押新规，让金融机构吃了一颗

“定心丸”。
12 月 15 日，央行发布 《中国人民

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办法》，新
规放宽了融资余额上限、扩大了质押
债券方案。对银行来说，意味着从央

行获得资金的便利度和规模都会有所
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扩大
了成员机构融资空间。开发性和政策
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
行的融资余额上限由实收资本的 2%提
高至 4%，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由实收资
本的 2%提高至 10%，城商行等其他金
融机构由实收资本的 5%提高至 15%。
央行有关负责人强调，由于中小型存
款类金融机构实收资本少、准备金规
模小，为避免遇大额清算指令时出现
排队现象，其融资空间上调幅度相对
较大。此外，人民银行可根据宏观审
慎管理需要和成员机构个体情况调整
有关参数。

虽然新规并非“放水”，这类业务
只是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清算账户资金不
足时的临时支付系统支持机制，目的是
提高支付清算效率、协助银行适应低超
储率常态、减少银行的备付金占用。对
于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来说，
在跨年时点推出这一新规，无疑起到了
缓解其紧张情绪的作用。

中信证券明明研究团队认为，新规
表明了央行加强流动性管理、为流动性

“托底”的态度，成为稳定市场预期的
压舱石。央行启动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的
目的除有助于减少支付清算系统排队时
间、提高支付清算效率外，还将保证金
融机构不会因临时的流动性紧张而发生
支付清算风险。

稳健中性仍是主基调

展望 2018 年的货币政策，稳健中
性仍是主基调。

以近期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微幅上调

为例，在美联储加息的关键时点，央行
没有选择跟随同步加息，而是随行就市
微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市场普遍认
为，其信号意义明确。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马骏表示，此次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略有上行但没有上调存贷款基准
利率，一方面可释放继续去杠杆、防
风险的信号，避免市场主体形成长期
低利率预期，抑制有政府担保或隐性
担保的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扩张广
义信贷的冒险行为，有助于控制宏观
杠杆率；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经济
运行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
还是把握了稳增长、去杠杆、抑泡沫
和防风险的平衡。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实施好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预
计明年使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准备金率
和基准利率开展逆周期调节的可能性相
对较小。”陈冀表示，稳健成为近年来
货币政策不变的主题，充分体现了中央
为经济稳增长营造稳定货币金融环境的
决心。

陈冀认为，货币政策可能更加灵活
地运用多重工具平抑市场波动，化解金
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潜在流动性风险，
以保持宏观流动性总体适度和利率水平
相对稳定。从当前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
空间来看，准备金率较基准利率空间更
大。为了避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产生放
松或收紧的方向性预期，定向调整准备
金率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替代全面调整
准备金率，成为一段时期内的主要调控
方式。此外，用作预调和微调的逆回
购、结构性工具，也会是常态的“量
价”调控工具。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多措并举应对年末流动性“大考”——

跨年流动性压力基本可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有助果农及交易商避险 有利主要产区精准扶贫

苹果期货让“扶贫果”更甜蜜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本报讯 近年来，浙江国税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放管
服”改革精神，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主线，创新开展多种
富有实效的税收服务举措，全方位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推
浙江企业发展。

在落实“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浙江国税注重“源头管
控”，深入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全部取消，仅保留的 7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也实行资料清
理、流程简化。全面下放市级出口退税审批权，惠及78000
余户企业，96.3%的退税业务在本地县区即可办理，大大提
升了出口退税效率。据统计，2015年以来，浙江全省国税系
统共办理行政许可33.21万件，即办事项达90%以上，纳税
人资料报送减少33%，办税环节压缩了50%以上。

在“权力瘦身”多做“减法”的同时，浙江国税也坚持“放
手”但不“甩手”，配套建立了风险管理、发票管理等事中事
后管理体系：建立“税务360”等涉税服务团队，预先为企业
开展涉税风险诊断；全面推行“实名办税”，建立办税人员信
息和影像库，遏制不法分子冒用他人身份办理涉税事项；出
台防范虚开发票十大举措。比如，浙江长兴国税为辖区内
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税收贡献好以及税收遵从意愿强的上
市公司、集团企业、拟上市培育企业等纳税人提供个性化税
收服务，以帮助企业及时化解涉税难题和涉税风险。

（吴晓强）

浙江国税：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放手不甩手”

近日，责任金融的概念被反

复提及。12 月 16 日，在“第二届

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来自监

管、银行机构和互金机构的与会

嘉宾就“负责任的金融”展开了深

入探讨。此前，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纲曾透露，央行正考虑提出“负

责任的金融”理念，让金融消费者

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并承担适

当的金融风险。近期，有业内人

士表示，“价值银行”有望成为银

行业发展的又一路径和方向，其

中强调银行今后应持续深化“责

任”理念。

什么是责任金融？从目前的

探索来看，所谓责任金融，不单单指

金融机构需要负责任，而是金融机

构、监管部门与第三方机构、金融消

费者三者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的一

种金融市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金融机构公平地提供适当有效的

金融服务；监管部门与第三方协调

监管力量，避免出现监管遗漏，为

消费者提供保护；消费者则要树立

风险意识，选择适当的金融服务，并做到买者自负。

之所以提出责任金融的概念，与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

乱象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各种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伪

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带来了诸如暴力催收、非法集资、数字

货币传销等问题。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加杠杆、搞层层嵌套，

甚至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这些行为不仅于支持实体经

济无补，更是典型不负责任的金融行为，极易引发系统性金

融风险。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因此，建设

“责任金融”正当时。

在建设责任金融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首

先，建设责任金融要遵循市场规律。金融机构建设责任金

融，要从组织框架、运营推广、服务创新、产品定价等方面与

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将成本和风险保持在可控

范围之内，通过建设符合市场规律的责任金融，促进金融业

可持续发展。

其次，责任金融建设离不开监管的力量。建设责任金融，

也不能仅靠金融机构自发和自觉，也需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

会更多规范和引导。监管需要做一些精准预判和预期引导，

并为责任金融设定一定的标准体系和考核体系，一方面给予

创新一定的宽容度，另一方面促进责任金融规范发展。

再次，责任金融要重视金融消费者自身的力量。责任

金融需要在金融消费者教育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在打破刚

性兑付的同时，让其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同时，金融消费

者也需树立风险意识，正确评估个人承受能力，并承担自身

应承担的风险。最终做到金融机构“自我约束、合规经营”，

监管部门和第三方机构“适当监管、积极帮扶”，消费者“理

性选择、行为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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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苹果期货合约正式上
线，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我国
商品期货家族再添新成员。这也是党的
十九大之后我国交易所上市的第一个期
货新品种。

上午 9 点，一声锣响，中国证监会
副主席方星海和河南省副省长王铁共同
启动上市仪式。5 分钟之内，交易显示
大屏幕上，苹果 805 合约价达到 8025
元/吨，涨幅2.87%。

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苹果期货上
市，填补了全球鲜果类交易品种空白，
市场对此十分关注。此前，世界上与苹
果相关的期货品种只有2012年8月份在
美 国 明 尼 阿 波 利 斯 谷 物 期 货 交 易 所

（MGEX） 上 市 的 浓 缩 苹 果 汁 期 货 合
约。

据了解，我国有着足够庞大的苹果
现货市场规模，也有满足交割的贮藏运
输条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
国，2016 年我国苹果产量为 4388 万
吨，占全球苹果产量的 50%以上。同
时，我国还是最大的苹果消费国，世界
上最大的苹果出口国。目前，红富士品
种的种植面积占我国苹果种植面积的
50%以上，产量更是在苹果总产量中占

到了 70%以上。上市品种正是红富士，
交割品级数量充足。苹果期货的推出，
有利于提高我国苹果产业的规范化、标
准化水平，提升我国苹果在国际上的竞
争力，增强我国苹果定价的话语权。

近年，苹果价格波动频繁。2010
年苹果价格猛涨 28%，涨至 2014 年价
格封顶，2015 年又惨跌近 16%。2016
年，全年苹果市场整体低位运行，上半
年普遍亏损，产业链上相关主体难以主
动应对市场供需变化，只能被动承受价
格波动风险。由于缺少有效的远期价格
指导和避险工具，经常造成果农和企业
盲目囤积苹果，出现“果贱伤农”、企

业损失严重的情况。郑州商品交易所农
产品部姚祥表示，上市苹果期货，可为
果农及交易商提供避险功能，通过套期
保值实现风险转移，以此提升苹果产业
链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期货的价格发
现功能可在一定程度上对苹果未来现货
价格起到引导作用，为果农和交易商提
供 市 场 预 期 ， 引 导 苹 果 种 植 结 构 的
调整。

更重要的是，苹果是天然的“扶
贫果”，其主产区与我国重点扶贫区域
高度重合。我国 122 个苹果主产县中，
有 33 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苹果期货将
助力精准扶贫。从省份来看，陕西、山

东、河南、山西、河北、甘肃为我国最
主要的苹果生产地，这 6 省在 2016 年
的产量就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84%。苹
果种植是重点扶贫区域农户的重要收入
来源。

中国苹果产业协会秘书长陈瑞剑
表示，近年来，“合作社+果农”的产
销模式得到推广，由合作社收购、转
销苹果，实际上是将果农的种植、销
售风险转移给了合作社与贸易商。苹
果期货上市后，有助于形成公开透明
的苹果市场价格，为市场各方提供价
格指导。同时，通过“保险＋期货”

“期货+订单”与“保险+期权”等创新
扶 贫 模 式 的 应 用 ， 保 障 农 户 收 益 稳
定，还能引导贫困地区与资本市场之
间的资源有序流动，服务国家脱贫攻
坚战略，实现苹果主产区精准扶贫的
目标。

一头是中国沾着泥巴、最接地气的
偏远地区农户，一头是高大上的金融衍
生品市场，当两者连接起来，中国苹果
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的嬗变，
呈现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苹果期货的
上市，使苹果的甜蜜事业插上金融的翅
膀，让“扶贫果”更甜蜜。

机构名称：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49S211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8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1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院1号楼

融科资讯中心B座3层302单元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9日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017年12月25日

关于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