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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的要求，证监会与人民银行、银保
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银行在证券交
易所参与债券交易有关问题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扩大在交易
所债券市场参与现券交易的银行范
围。业内人士表示，此举是债券市
场互联互通的重要一步。

据介绍，通知所指银行包括政
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
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境内上市
的其他银行。有关专家提醒，村镇、
农商（非上市）、农信社则没有被允
许进入。

通知表示，银行应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在
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现券竞价交
易。参与债券竞价交易的银行，应
当制定相关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
规范操作流程，防范有关风险。有
关专家表示，通知中明确可参与债
券竞价交易，但对于大宗、固收平
台，以及回购交易没有明示，但从交

易所的债券交易规定看，后三者同
样是允许的。

从 1981 年财政部恢复发行国
债开始至今，我国债券市场经历了
曲折的探索和发展历程。目前，债
券市场形成了交易所（上交所、深交
所）市场、银行间市场和商业银行柜
台市场三个子市场在内的统一分层
的市场体系。

我国的债券市场监管机构主要
包括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
保监会和证监会等。

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郑虹表
示，企业发行债券依据审批机构不
同，分为企业债、公司债，北金所债
等，根据募集方式不同，又分为公募
与私募。实体企业发行企业债募集
资金要求很高，国家发改委审批很
严，但发行利率较低，认购倍数较
高。交易所审批的公司债是公司募
集资金的又一主要方式，由于公募
性质，以及并非所有银行都能参与

（准入），公司债并不都能顺利发
行。因此利率也就有较大差异，不
同企业发行同等规模和期限的公司

债利率差能超过 3%，并且发行失败
的风险也较大。扩大银行参与交易
所债券市场范围，无疑会拓宽资金
供给渠道，增加更多资金供给，此举
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顺利通过债券
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将起到很好促
进作用。这是政策进一步向实体企
业倾斜，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的具体措施。对于新准入的银行
来说，新增债券投资渠道对提升银
行业绩及整体投资水平和风控能力
也有一定帮助。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管
涛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相互分
割较为严重。如今，扩大银行参与
交易所债券市场范围，意味着债券
市场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此举
有助于增加交易所市场资金供给，
促进债券市场发展；有助于促进交
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融合，完善
债券市场功能；有助于加强资本市
场与货币市场联系，畅通货币政策
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
率，促进金融市场稳定。

扩大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范围——

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本报讯 记者姚进报道：中国
人民银行日前宣布，为完善香港人
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将于 8 月 14
日在香港发行两期人民币央行票
据，总发行量为 300 亿元，其中 3 个
月期央行票据200亿元，1年期央行
票据100亿元。

这将是2018年11月以来，央行
第五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
据。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央行发行
央票可以回收市场流动性，稳定离
岸人民币汇率。离岸市场发行央票
主要有利于对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
性实行逆周期调节，维护整个市场
的稳定，特别是有助于打击做空和

套利行为。
离岸人民币市场汇率受国际市

场风险偏好变化的影响较大，对市
场情绪变动更为敏感。因此，当人
民币贬值预期增强时，离岸市场往
往率先反应，且不容易实行顺周期
调节。随着金融市场开放进程加
快，内地和香港市场人民币汇率联
动性明显增强，离岸、在岸人民币汇
率联动效应有所增强。

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之一，在
离岸市场发行央票能够调节离岸人
民币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

央行有关负责人曾强调，香港
人民币央行票据连续成功发行，既
丰富了香港市场高信用等级人民币
投资产品系列和人民币流动性管理
工具，满足了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完
善香港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有
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Wind数据显示，6日早间，离岸
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跌破 7.13 元至
7.1388 元，较前收盘价大跌 403 点，
跌幅达0.57%。此后，离岸人民币快
速 拉 升 ，一 路 收 复 了 7.13、7.12、
7.11、7.10、7.09五道关口，最高涨至
7.0817 元 ，较 早 间 低 点 反 弹 将 近
600点。

央行将于14日在港发行300亿元央票

近期国际黄金价格涨势如虹，年内高点不断地
被刷新。8 月 7 日，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站上 1500 美
元/盎司上方，并创下 6年新高点。

金价此轮上涨起初受益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所
引发的市场恐慌情绪，而后随着全球货币宽松预期
的慢慢推进，市场更担心通货膨胀上升，进而引发
资产避险保值需求，为黄金价格的再度上涨奠定了
基础。

8 月 7 日，新西兰联储利率决议意外降息 50
个基点，全球已有近 20 家央行 25 次降息，流动
性宽松有助于带动实际利率下行，利好黄金价格
表现。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各国央行跟随
美联储降息将是大概率事件，货币政策将延续相对
宽松状态，从而使得黄金为市场资金所追捧。此
外，全球贸易摩擦仍在发酵，短期难见完全化解态
势，这将进一步引发对黄金的避险需求。

汇研汇语资产管理公司 CEO 张强表示，持续倒
挂的美国债券收益率表明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
后期仍不排除通过货币宽松来刺激经济，如果美联
储继续降息，那么低利率将会降低美元的价值，使
得美元逐步进入下行周期，导致资金从美元资产流
向黄金市场。

股市避险因素是刺激金价上涨的又一重要原
因。“由于受贸易争端影响，市场对美国第二季度
的公司财报纷纷表现出悲观预期，届时如果财报表
现 不 佳 ， 不 排 除 美 股 会 继 续 下 跌 ， 利 好 金 价 表
现。”张强说。

业内人士分析，从技术形态来看，国际黄金价
格一路攻城拔寨，上涨趋势仍在延续。尽管今年以
来金价涨幅巨大，但黄金 ETF 基金仍在不断地净买
入，最新持仓已达 836.92 吨。无论从技术上看还是
资金流看，当前黄金价格仍处于上行趋势。

张强表示，作为普通投资者而言，可以配置一
定量的黄金。但黄金资产不会产生利息，投资者配
置黄金尽量不要超过个人家庭资产的 20%，可采取
定时定额或定时定量的方法分批买入。买入的黄金
形式可分为实物与电子合约两种，黄金 ETF 基金也
是不错的投资选择。

站上1500美元/盎司——

金价刷新六年新高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版编辑 梁 睿

近期，政府采购领域“网”事不断：武
汉市政府集中采购交易系统正式上线，可
以实现“一次都不用跑”就完成采购；义乌
首个“预算—采购—支付”全流程电子化
运行项目完成，打破政府采购内外网信息
系统“孤岛”，实现互联互通；经过 5 家供
应商8轮在线比价，连云港市政府采购电
子竞价系统的首个项目顺利完成竞价
……伴随着加速“触网”，政府采购正在发
生怎样的变化？

不仅仅节约了纸

云南腾冲市“政采云”电子卖场上线
之前，采购零星小额的通用类商品，从发
布公告到交易完成通常得花一到两周时
间。有了电子卖场后，系统自动简化优化
流程，在线询价交易仅需 3 个工作日，电
子反拍和网上超市更能当天完成交易。

“政府采购网络交易平台的上线，绝
不仅仅是纸张的节约，更重要的是大大提
升了政府采购效率。”一位地方财政局有
关负责人这样说道。

除了节省时间，电子化采购还能有效
节约资金。截至今年6月，新疆阿克苏地

区政府采购云平台采购交易已达 2810
笔，交易金额达 3.2 亿元，各类政府采购
项目平均节资率达到18%，成交价比市场
价普遍低3%到5%。

广州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采用最高
限价规则、最低价采购规则、节能产品要
求等各项规定，对不同类型的产品采用不
同形式的交易模式，有效节约了资金。
2019年第一季度广州市政府采购预算总
额37.93亿元，实施政府采购35.05亿元，
节约资金2.88亿元，节约率7.59％。

随着电子化采购优势的不断显现，网
上采购平台交易量不断上升。江西省赣
州市“市县区一体化网上商城”今年1月1
日上线运行后，截止到今年 5 月 8 日，累
计成交量就已达到 543.91万元。广州市
政府采购电子商城 2018 年交易 33091
单，交易金额84013万元，是2015年交易
金额的121倍。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
研究院院长乔宝云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政府采购是现代财政制度的
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不断
扩大，相关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政府
采购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然而，政府采

购领域依然存在‘慢、贵、差’等问题，通过
实施‘互联网+政府采购’，能有效提升采
购效率，更加有利于监管，提高政府活动
的市场化水平，推进财政制度建设。”

“＋”出更多“阳光”活力

“采购单位的采购行为在网上会全程
留痕、全过程可溯，这将使政府集中采购
产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价格可比、高质高
效，而且整个采购过程阳光透明，能避免
权力寻租。”太原市一位参与建设当地政
府采购网上商城的干部说。

同时，政府采购网络平台通过有效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能够高效监测
分析交易活动，及时发现并自动预警围标
串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比如，江西省崇义县今年 1 月至 5
月，利用电子化招投标系统自动检索出投
标文件制作机器码、上传 IP 地址雷同的
供应商26家，认定有围标、串标行为的违
法供应商 26 家，对其依法下达了行政处
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

义乌的“预算—采购—支付”全流程
电子化运行项目实现全流程痕迹化管理，

所有环节在系统中“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流程可追溯”。采购单位若有挪用其他指
标预算先行采购、未和供应商签订合同先
行付款等行为，系统可进行实时管控。

互联网给政府采购“＋”出的“阳光”
不仅是公平透明，还有市场活力。浙江省
金华市政府采购网上超市打破以往通过
招标由全省统一供货的局限，面向全市本
地供应商开展公开征集承诺入围，吸引了
不少中小企业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截
至今年4月底，金华市本级网上超市入驻
供应商187家，上架商品14000余件。

优化机制建立标准

乔宝云认为：“复杂的程序是政府采购
面临的挑战，也严重影响政府采购制度的
效果，‘互联网+政府采购’的成功取决于政
府采购制度能不能进一步改革，既要公平、
公正、公开，又要创新思路，简化程序。”

为了更好适应“互联网＋”趋势，各地
在政府采购方面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比
如湖北黄石市清理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审
核，精简优化政采审批审核流程，将政府
采购货物和服务公开招标标准由 100 万
元提高至200万元，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由
30万元提高至 50万元，进一步扩大采购
人自主权。

湖南省郴州市取消了协议供货和定
点采购供应商制度，还取消了采购方式的
审批，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采购方式
由采购人自主选择。

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网络平台
交易，各地纷纷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和规
范，比如《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供应
商交易行为规范》《苏州市政府采购网上
商城定点电商记分考核试行办法》《福建
省政府采购网上超市品目及采购金额标
准》《江西省省本级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
购管理暂行办法》，等等。

“总之，在建设政府采购网络平台的
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简政放权和创新监
管，要进一步降低政府采购制度性交易成
本，要积极吸收利用更多新技术新模式，
让互联网优势更加充分的释放。”乔宝云
认为。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

模不断扩大，相关法律制度体

系不断健全，政府采购获得了

全方位的发展。通过实施“互

联网+政府采购”，能有效提升

采购效率，更加有利于监管，

提高政府活动的市场化水平，

推进财政制度建设——

各地推动新技术新模式应用，积极开展电子化采购———

政府采购“网”事不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延
庆南菜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3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27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妫水南街21号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0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运
河东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3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28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1月16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运河东大

街57号1号楼B1层

邮政编码：100031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0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昌平区沙河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1100021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29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8月30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顺沙路19

号院二区底商1-2

邮政编码：102206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2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
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7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0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1月23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龙河路 97-131

号（单号）、109-1号1至3层119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
寿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4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

号院4号楼一层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田
村山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4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田村山南路 8 号

玉泉嘉园小区30号楼1层东侧

邮政编码：100036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2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十里堡
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1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3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5月1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乙 2 号院

5号楼一层F102号

邮政编码：100033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8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武定侯
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7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4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7月16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

608

邮政编码：100031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8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太阳城
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7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5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7月12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东方太阳城万晴

园101号楼（商业街）107号

邮政编码：100022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园路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7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6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7月12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丽园路 30 号院

25号楼1层105

邮政编码：100031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骏城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7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7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7月12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兴盛园 13 甲号

楼首层南侧

邮政编码：100031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10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8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2月12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54

号院3号楼617、618、1205

邮政编码：100031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9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坛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39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2月12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72号

邮政编码：100031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9日

中国银行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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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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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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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
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