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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网贷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召开网贷机构
风险处置及规范发展工作座谈会，提出
了 10 项应对网贷风险的举措。就此，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秘书长陆书春。

记者：如何看待近期网贷行业出现
项目逾期、平台退出增多等情况？

陆书春：根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监测分析，目前出现问题的平台多数是
前期野蛮生长、偏离信息中介定位的违
法违规平台，有的本身就是披着互联网
金融外衣的非法集资。这些平台出现问
题属于监管趋严环境下行业去伪存真、
优胜劣汰的结果。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重视网贷

平台集中退出带来的投资者信心下降和
市场情绪恐慌等情况。我们看到，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保护合法、打击非
法”的总体精神，明确提出允许合规机
构继续经营、依法处理严重违法违规机
构、引导不合规机构良性退出等分类处
置措施，体现了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
要求。

记者：如何看待针对近期一些互联
网金融平台风险事件作出的一系列整治
工作要求和安排？

陆书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了解
到，针对近期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风险
事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分析总结
当前网贷风险形势，对稳步推进网贷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从部署检查、督促合
规、规范退出、打击非法、压实责任、

治理恶意逃废债行为和违法违规自媒体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工作
安排。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和安排，是金
融监管部门按照专项整治下一阶段既定
部署方针，在全面深入分析当前风险形
势和风险成因基础上作出的具体安排，
既着眼于化解当前风险，又着眼于建设
长效机制，出台及时，措施全面，发力
精准，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稳定社会
预期。

记者：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经
有关部门认定，基本符合信息中介定位
和各项标准的机构将接入信息披露和产
品登记系统，继续开展网络借贷业务。
全国互联网金融登记披露服务平台目前
的建设情况如何？

陆书春：按照国务院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方案要求，中国互联网金融

协会于2017年6月建设了全国互联网金
融登记披露服务平台并投入运行。截至
2018年6月末，共有119家网贷类会员
机构接入平台，定期对外披露机构信息
和运营信息。目前，接入机构贷款余额
约 6828.03 亿 元 ， 累 计 交 易 总 额 约
40440亿元，交易规模约占网贷行业总
量的 70%。另外，共有 93 家机构通过
平台正式向社会披露了 2017 年度财务
报告，14家机构披露了律师事务所法律
意见书，14家机构披露了会计师事务所
专项审计报告。

近期，协会又增加了资金存管信
息、项目信息披露功能，将按照互联网
金融专项整治下一阶段部署安排，切实
做好基本符合信息中介定位和各项标准
的机构接入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平台配
合支撑专项整治工作、提高行业透明
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

记者：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将如何
落实专项整治下一阶段部署要求、做好
网贷行业自律管理？

陆书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将按
照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下一阶
段部署安排，发挥好行业基础设施和专
业优势，并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切实履
行行业自律管理职责，配合好专项整治
各相关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各级地
方人民政府。组织网贷类会员机构认真
履行行业自律公约职责，特别要坚决杜
绝虚构项目和自建资金池。抓紧制定网
贷类会员机构自律检查工作方案并启动
检查，通过机构自查、非现场检查及现
场检查，督促会员机构开展合规经营，
履行行业自律公约职责。

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回应近期网贷行业风险事件——

网贷机构自律检查将尽快启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8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
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吸收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
素的影响，当日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这是央行自 7 月 19 日开展 1000 亿元逆回购以来，
连续第17个交易日暂停公开市场操作。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表示，今年以来，央
行先后3次定向降准，并增加中期借贷便利（MLF）投
放，增大中长期流动性供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当
前市场逆回购存量已降至零，市场资金面整体维持宽松
状态，自7月下旬到8月初，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并与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发生倒挂。

值得注意的是，从8月9日开始，短期货币市场利
率经过大幅下行后出现反弹，质押式回购利率多数转跌
为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也结束了持
续多日的全面下行格局。8 月 13 日，Shibor 短端利率
继续反弹，隔夜Shibor报2.1130%，上升28.7个基点；
7天Shibor报2.4910%，上升6.5个基点。银存间1天质
押 式 回 购 利 率 开 盘 报 2.55% ， 上 日 加 权 平 均 价 报
1.8171%；银存间 7 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开盘报 2.65%，
上日加权平均价报2.3076%。

专家分析，未来一段时间，流动性或面临一定的压
力。本月主要税种申报截止日为8月15日。结合以往
经验，8月15日及前后几日将是税期因素扰动最大的时
期。此外，8月中旬还有3365亿元MLF到期。随着月
度缴税和MLF到期影响逐渐显现，或将对流动性造成
扰动。

8 月 10 日，央行发布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明确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坚持不搞“大
水漫灌”式强刺激，根据形势变化预调微调；疏通货币
信贷政策传导机制；坚定做好结构性去杠杆工作，把握
好力度和节奏。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
究所银行室主任曾刚表示，二季度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的基调不变，接下来即便出现同业存单大规模到期情
况，央行也会采取各种方式适度对冲，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

公开市场操作连续17日暂停

市场资金面整体维持宽松状态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本报讯 记者杨忠阳报道：日前，福田汽车集团携手
平安集团共同打造的“区块链+汽车供应链金融”解决方
案暨福金 All—Link 系统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是区
块链技术在我国汽车供应链金融领域首次应用。

据了解，福田汽车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商用车销量第
一。但是，其供应链却存在产品单一、操作效率低，经销
商铺货占用资金较多，链属企业融资渠道窄等痛点。二
三级供应商的生存及发展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已制约整
条产业链的高效率运转。为破解这些痛点，福田汽车与
平安集团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共同开发了供应链金融
服务平台——福金All—Link系统。

据介绍，福金All—Link系统基于真实贸易背景，采
用信息化系统，利用金融壹账通领先的区块链技术，配合
电子签名技术，把非标准化的“应收账款”转化为能在平
台流转的“福金通数字凭证”（电子凭证）资产，在平台上
实现“福金通数字凭证”（电子凭证）资产的闭环运营。其
核心功能就是，以节点可控的方式建立开放、透明、高效
的分布式网络，涵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核心企业、银行
等各大融资参与主体，并将商流、现金流、物流、信息流零
时差整合，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条的周转效率，降低交易
成本，实现整体效益的指数级提升。

有关专家以 2018 年 6 月底福田汽车应付账款 150
亿元来测算，预计福金All—Link系统上线后，至少可盘
活应付账款60亿元，而以电子凭证形式增加流动性并方
便多级供应商融资，至少可降低链上企业 2%的融资成
本，节约融资费用1.2亿元。

福田汽车携手平安集团

共同打造区块链+汽车供应链金融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单支行
机构编码：B0017S21100003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27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7月02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 1 幢 1 层 101、
102、103和2层201、202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0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03月11日
住所：北京市密云区新南路71号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3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站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9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2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01月06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南里25号一层B101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3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1100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3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02月14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27号1层101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6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学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12S21100001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4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10月1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讯中心B座
一层101单元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9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立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7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5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309号楼104、105、106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9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7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6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焦奥中心1号楼底层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9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南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7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6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南湖南路15号院甲2号楼1至2层

2-1-105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19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机构编码：B0139K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8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100022

电话：010-57610145

传真：010-57610107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24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惠新西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7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339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18 号院 1 号楼 1 层 1-1（东

侧）、1号楼2层2-1（东侧）、1号楼-1层-101（东侧）

发证日期：2018年07月26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财政部8月13日公布的财政收支情
况显示：7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461亿元，同比增长6.1%。1月至7月累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791亿元，
同比增长 10%；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中的税收收入 107709 亿元，同比增长
14%；非税收入 14082 亿元，同比下降
13.4%。

“1月至7月累计收入增幅比上半年
放缓 0.6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制造业、交
通运输业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
税率下调，以及7月份办理部分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返还等减税降费政策影响。”财政
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今年 3 月 28 日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提出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推出
将17%和11%两档增值税税率分别下调
1个百分点等3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
并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实施。

“减税措施力度很大。即便如此，国内
增值税的增长依旧较快，这说明我国经济
运行形势平稳向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白景明表示，增值税作为一种货
物和劳务税，具有顺周期性，其增长趋势
与经济发展态势是一致的。

下半年，伴随着减税降费效应的加速

显现，财政收入会有何变化？对此，白景明
表示，减税降费并不会较大幅度减少财政
收入。一方面，因为我国经济形势稳中向
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的根基十分扎实。
另一方面，减税降费是“放水养鱼”，能够
涵养税源，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推动财
政增收。

从主要收入项目看，1月至7月累计，
国内消费税7773亿元，同比增长16.2%；
企 业 所 得 税 291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4%；个人所得税9225亿元，同比增长
20.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0053
亿元，同比增长 11.5%；关税 1714 亿元，
同比增长0.5%。

“企业所得税是扣除成本后对利润的
征税，其较快增长说明了企业转型升级步
伐提速，通过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式，推动利润稳步增长。企业所得税的较
快增长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
升。”白景明说。

对于个人所得税较快增长，白景明认
为，在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和积极就业政策
持续发力的支撑下，我国就业形势保持稳
中向好，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收
入平稳增长，进而带动了个人所得税
增长。

“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快速增

长，反映我国不断扩大进口。”白景明说，
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
次，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促进产业升
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选择。

在支出方面，7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13944亿元，同比增长3.3%。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541亿
元，同比增长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11403亿元，同比增长2.1%。

“本月地方支出增幅比上月回落4.1
个百分点，主要是部分地区存在前期加快
支出进度及部分支出错月因素，还有一些
地区上年一次性大额支出较多、基数较
高。”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1月至7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 出 125537 亿 元 ，完 成 年 初 预 算 的
59.8%，同比增长7.3%。其中，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支出 17912 亿元，同比增长
8.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7625亿
元，同比增长7.1%。

从主要支出项目看，1月至7月，教育
支出18289亿元，增长7%；科学技术支出
3961亿元，增长16.1%；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 1609 亿元，增长 5.6%；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7770 亿元，增长 10.2%；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223 亿元，增长

8.9%；节能环保支出 2925 亿元，增长
9.7% ；农 林 水 支 出 10245 亿 元 ，增 长
4.3%。

“支出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预算执行
率，且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坚持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重点支出方向，持续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白景明说。

在全国政府性基金方面，1月至7月
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6680亿
元，同比增长29.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
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208亿元，同比
下降 9.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
入 34472 亿元，同比增长 32.8%，其中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1548亿元，同比
增长35.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快速增
长，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居民住
房的刚性需求，以及工业、商业用地的地
价上升等因素带动了该项收入的快速增
长。”白景明说。

1月至7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 33223 亿元，同比增长 33.2%。分
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
支出915亿元，同比增长0.9%；地方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32308 元，同比增长
34.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
关支出29353亿元，同比增长37%。

前7月财政收入增幅比上半年放缓0.6个百分点——

减税降费效果加速显现
本报记者 董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