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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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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
判断增强了我们对于金融风险及其
防范问题的深刻认识，是新时代我
们开展防范金融风险理论研究和实
践探索的根本遵循。

上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开始逐渐
产生重大影响，其为发展中国家的
金融发展开出了“金融深化论”的方
案。该方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
融发展应该进一步深化和自由化，
并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能够自然达
到均衡，从而自动实现高绩效发
展。如此，就不需要强调金融为实
体经济服务了。很多发展中国家采
取这一发展方案，在取得经济的短
暂发展之后，出现了金融与实体经
济不能平衡，金融脱实向虚，并与实
体经济争夺资源，最终带来金融危
机和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从某种
意义上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与过去几十年金融的深化和
自由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问
题不无关系。有鉴于此，人类对于
金融发展和金融风险问题应该有更
为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我们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控金融风险的
重要论述为指引，结合政治经济学
对金融的学理判断，深刻分析“服务
实体经济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
措”这一问题。

首先，不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金
融容易出现虚拟化运行趋势，从而
引发风险。一般认为，“虚拟经济”
一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
衍生而来的，这一概念包含着金融
在现实运行中容易出现“脱实向虚”
的基本意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三卷中谈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
独特的运动”。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
独特运动，就是脱离实体经济的独
特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
中专门将1845-1847年的英国商业
史作为一个案例来阐释金融的独特
运动趋势及其带来的风险。马克思
分析这个案例时谈道，鸦片战争为
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就

为英国的棉纺织业提供了大发展的
机遇。当时的人们认为，要支持扩
张的产业，就需要金融的深化和自
由化，于是，英国就出现了分期缴付
认股资金等制度，这就带来股价的
上涨，此后出现了“信用可加以利
用”以及“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等
心理亢奋因素，这些社会性因素就
带来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化
运行趋势。这种趋势运行到一定程
度就会引发金融风险，马克思谈道，

“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
而爆发了”。这个案例非常好地说
明了金融虚拟化运行趋势并引发风
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可以说
是从“金融建设”层面创新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次，不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金
融容易出现异化运行趋势，从而引发
风险。“异化”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分析
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个概念指的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东
西，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人，却反过来控
制了人，成为异化的力量。金融是人
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创造出
金融的根本目的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
展，但是实际中却容易出现上文中谈
到的脱实向虚的趋势，从而不发展人，
且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人。上世纪
70年代末，全球一些国家实现金融深
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后，逐渐衍生出
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这个金融
利益集团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
脉。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却异化
为一种控制实体经济乃至人的发展
的力量，金融的盈利能力和社会责任
出现分离，最终会导致发展停滞和风
险加剧。因此，我们要防止金融成为
一种异化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
需要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
本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
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需要”。只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金融为实体
经济服务，才能防止金融成为一种异
化的力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

再次，不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金
融容易出现非本质化运行趋势，从
而引发风险。金融的虚拟化和异化

力量使得自由化金融容易出现非本
质化运动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三卷中将自由化金融称为“颠倒
错乱形式之母”。马克思认为，当时
的“银行家”会有这样的观点：工资
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
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
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
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
个等于1000镑的资本。我们知道，
劳动创造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劳动领域以
外的其他经济领域只不过是这种价
值的再分配，但是当时的资本家的
思考方式错乱到了顶点，“资本的增
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
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
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
息资本来说明”。因此，金融的虚拟
化和异化运行最终必然导致金融远
离其本质这一根本问题。一个事物
远离了其本质，相当于其游走在悬
崖峭壁之中，肯定是风险重重的。在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第
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回归本源”，强
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
率和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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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
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防止金融的虚拟化、异化和非
本质化运行趋势，落实金融为实体
经济服务进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任务，就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
集中统一领导。只有在党中央的集
中统一领导下，才能确保金融改革
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国家金融安全。
服务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的金融
业才能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资金融通支持。在新时代，金融理
论和实践领域应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论述的指引
下进行积极探索，形成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和
金融良性循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
展之路。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

所谓底线，一般指最低的限度。因为跨越这个限
度必然会产生一些危害，所以需要认真计算风险，估
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也就是要确立风险底线、有
底线思维。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稳，经济稳”。维护好国家
的金融安全，必须强化底线思维，防控
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稳定面临一些风险
和挑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对整个经
济社会发展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
用。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强、隐蔽性大，一
旦突破安全底线就容易形成系统性风
险，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产生难
以弥补的破坏性影响。当前，国际国内
形势的变化也给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稳
定带来诸多挑战和风险，迫切需要强化
底线思维。

从外部环境看，当前，世界大变局加
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9年全球经济
预期增速下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由
于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
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无疑会对
我国包括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带来
诸多风险和挑战。

从国内经济发展看，总体形势是好
的，但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各种结构性的深层次
矛盾凸显。能否防控金融风险、守住金
融安全底线，将直接影响我国政治、经济
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从金融自身发展看，我国金融业的
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
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
时，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
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和应用，
科技驱动的各类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但
技术安全、责任主体难以认定、数据垄断
等风险也如影随形。因此，必须坚持底
线思维，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

警惕金融领域的“黑天鹅”和
“灰犀牛”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始终
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
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就金融领域而言，所谓“黑天鹅”事
件，是指难以预测、但会对经济发展全局
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颠覆全局的小概率事件，本质上是
受人类认知限制的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金融领域
的“黑天鹅”事件以市场趋势的突变为特征，即原有的
市场趋势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反转。由于不可预测，警
惕“黑天鹅”事件的工作重点在于，提高危机响应机制
的效率，储备好应对危机的工具，留足应对危机的政策
空间。未来一段时期，需警惕的“黑天鹅”事件主要包
括，在全球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
下，全球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导致中国金融
市场的波动等。

所谓“灰犀牛”事件，是指对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

盾麻痹大意或无效治理，致使矛盾积重难返，进而对全
局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颠覆全局的大概率事件，本质上
是事前可知的“存量风险”。防范化解“灰犀牛”事件的
难度在于行动力，必须及早介入干预，有效遏制风险的
累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主要聚

焦于影子银行、高房价、国有企业高杠
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经过一
段时间的治理，影子银行、国有企业高杠
杆、违法违规集资风险、地方显性债务总
体得到遏制，但化解高房价、地方隐性债
务风险则仍需久久为功，同时需对不良
资产、债券违约、透明度不足等新的风险
加以关注。

以底线思维构建金融风险的
防范体系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有效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
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
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
主动战。总的来讲，强化底线思维，构建
金融风险的防范体系，应主要在以下方
面发力：

其一，深化改革开放。守住金融安
全的底线首先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在积
极作为中化解风险。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化解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坚持妥善处置“僵尸企
业”，坚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双支柱调控框架，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要
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
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开放举措，
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以更加包容
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
我国金融对国际金融环境的适应能力和
全球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金
融防控风险的能力。

其二，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健
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
脱实向虚、资金空转会使金融形成泡
沫、聚集风险。当前，金融要服务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
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在保持已
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应着力使金融服务
于新旧动能转化、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及民生领
域，这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其三，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监
管是守住底线的根本保障，要坚决做到

“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通过加强教育监
督管理，加大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等举措管住金融机
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通
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
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
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通过完善金融
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
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同
时，严肃评估各类风险事件的后果，将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工作做细做实。

（执笔：甘梅霞 王公龙）

文明交流互鉴为加强合作提供强大支撑
□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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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搭起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的桥梁

古丝绸之路书写了多元文明共
生并进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不
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明
形态交流互鉴、相互影响，从而推动
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
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
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
而形成的文明。早在2000多年前，
古丝绸之路就将远在东亚的中国与
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联系在一
起。在中国丝绸、茶叶等产品源源
西进之时，西方的香料、珠宝、玻璃
器皿及宗教、文化、艺术等也不断传
入中国。古丝绸之路驼铃声声，书
写出文明交流、文明共存的典范，明
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遍访东南亚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大大促进了
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学互鉴。中国
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方便
了不同文明远距离、大规模传播与
交流，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伟大技
术发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地理
学家庞波尼乌斯多次提到“丝绸之

国”。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
掀起了“中国热”。中西文化在传播
交流中相互汲取对方可取之处，不
断促进各自文明繁荣进步。

“一带一路”织就不同文明交流
沟通的纽带。“一带一路”建设根植
历史，面向未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
前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不同文明各有独特之
处，都拥有各自灿烂辉煌的历史，没
有高低优劣之分。从历史到当下，
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各国合作共赢
的丝路精神熠熠生辉。中华文明既
讲求参差多态、各美其美，又注重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一带一路”传承
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历史基因，提倡
文明的交流互鉴，以民心相通促进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
有坚持平等包容精神对待每一种文
明，使不同文明共存互鉴，才能保持

“美美与共”，避免文明冲突，从而增
强合作动力，减少建设阻力，实现合
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很多国家纷纷探寻古丝绸之路与本
国难以割舍的联系，人文交流合作
进一步展开。事实胜于雄辩，尽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宗教复
杂，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各异，但中
国尊重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选
择，不输出“中国模式”，倡导不同文
明和平共处、共生共荣。近年来，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力持续扩
大，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认同感日益增强。在“一带一路”建
设画好“工笔画”、实现高质量发展
阶段，更要加强不同文明对话与人
文合作交流，进一步提升共建“一带
一路”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让发展成
果惠及各国人民，走一条不同文明
共存互鉴之路。

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实
现“民心相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心相通。”与经贸相比，人文交流
更能促进人们相互了解、相互欣赏、
相互尊重，民心相通有利于从根本
上增进国家间政治互信和经贸合
作。伴随当今全球化曲折前行，虽

然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道路、制度选择
上存在分歧，但求和平、谋发展、促
合作仍是民心所向，文化融通仍是
大势所趋。平等与尊重是文明交流
互鉴的前提，傲慢与偏见是文化融
通的最大障碍，也是文明冲突的根
源。“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也是思想、文化融通的大平
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这些年
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在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旅游、体育等
广泛领域，通过多元主体，互办文化
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
会、图书展、体育赛事、智库对话等
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目。多层
次、多领域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了
共建“一带一路”的社会根基和民意
基础。

实现“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
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寻求不同文明
之间的“同”与“通”，最终达到民心
相通。通过密切人文交流，加强文
化、教育、影视、媒体等领域交流合
作，能够筑牢民心相通工程。如果
说经贸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硬支撑”，人文交流则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软支撑”。人文交流促进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则助力政治互
信和经贸合作，对涵养共建“一带一
路”良好人文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以人文交流消弭文化隔阂，促
进民心相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应有之义，也是不同文明交流
互鉴的目的所在。这些年来，中国
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科教文卫
等多层次、多领域人文交流合作务
实推进，取得丰硕成果。

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
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
流、互学互鉴。不同文明和谐共生、
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
神力量。同古代丝绸之路在繁荣经
济、深化友谊、文明互鉴取得的成就
彪炳史册一样，当今共建“一带一
路”在帮助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促进
各国人文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求和谐、重道义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70年对外交往的鲜明底色。
中国人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的济世情怀，中国在实现自身
发展的同时，也关注世界人民的共
同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
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努力践行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多边主义，赢
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同时也描
绘了一幅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
与共的美好图景。

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顺
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推动开放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
正能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与各国多维度、多层面合作不
断推进，“一带一路”惠及世界各国
的红利不断凸显。不限制国别范
畴，不搞封闭机制，不唱独角戏，更
不搞一言堂，这样的理念和思维，正
是“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的原
因。实现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全
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需要解答的重大课
题。在“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具有广
泛包容性的发展平台上，各国根据
自主自愿、平等互助和合作共赢的
原则，自主决定如何参与并为共同
利益规范自身行为，相互尊重彼此
主权和文化传统，在共商共建共享、
互助互利中携手打造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展望未
来，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共襄“一带一
路”建设盛举，深化文化交融、文明
互鉴、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执笔：柴尚金）

服务实体经济是

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 刘新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

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纵观人

类历史，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加强合作提供了强大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

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让合作更加包容，让合作基础更加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