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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祝惠春报道：在
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
伊春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
算司副司长穆长春透露，从2014年
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研
究已经开展了5年。我国央行数字货
币呼之欲出。

穆长春表示，目前央行数字货
币 DC/EP 采 取 的 是 双 层 运 营 体
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
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双层运营体
系是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
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
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采取双层运营架构有以下几个
考虑。首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
济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
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人口教育
程度以及对于智能终端的接受程度
不一样。从提升可得性，增强公众
使用意愿的角度出发，应该采取双
层运营架构。

其次，采取双层架构也是为了
充分发挥商业机构资源、人才和技
术优势。商业机构 IT 基础设施和
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系统处理能力
也比较强，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储备也比较
充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机构
可以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
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
系统优化，共同开发共同运行。目
前来看，Libra 的组织架构和 DC/
EP 当年所采取的组织架构实际上
是一样的。

第三，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

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人民
银行已经开发运营了很多支付清算
体系、支付系统，但原有清算系统
都是面对金融机构的。发行央行数
字货币要直接面对公众，涉及千家
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研发并支
撑如此庞大的系统，而且要满足高
效稳定安全的需求，并且还要提
升客户体验，非常不容易。无论
是从技术路线选择，还是从操作风
险、商业风险来说，通过双层运营
设计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到单一
机构。

第四，如果使用单层运营架
构，会导致金融脱媒。单层投放框
架下，央行直接面对公众投放数字
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存
款货币相比，前者在央行信用背书
情况下，竞争力优于商业银行存款
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
效应，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
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
赖。这种情况会抬高资金价格，增
加社会融资成本，损害实体经济，
届时央行将不得不对商业银行补
贴，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颠覆现有
金融体系。

那么，双层运营体系对货币政
策有何影响？穆长春表示,双层运
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
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
超 发 ， 商 业 机 构 向 央 行 全 额 、
100%缴纳准备金，央行的数字货
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
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

另外，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

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
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形成
竞争。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
顺周期效应，因而不会对实体经济
产生负面影响。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发放兑换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有
利于抑制公众对加密资产的需求，
巩固国家货币主权。

在技术路线方面，穆长春表
示，从央行角度来讲，从来没有预
设过技术路线，并不一定是区块
链，任何技术路线都可以，可以称
它为长期演进技术。目前，相关领
域属于一个赛马状态，几家指定运
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
EP 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
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就
最终会跑赢比赛。

不过，穆长春也强调，在双层
运营体系安排下，还是要坚持中心
化管理模式。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
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
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又可以实
现可控匿名，保证“三反”（反洗
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这两
者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

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
注重 M0 （纸钞和硬币） 替代，保
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
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
钞比较好的工具。此外，因为央行
数字货币是对 M0 的替代，所以对
于现钞不计付利息，不会引发金融
脱媒，也不会对现有实体经济产生
较大冲击。

穆长春强调，央行数字货币必
须有高扩展性、高并发性能，它是
用于小额零售高频业务场景。为了
引导央行数字货币用于小额零售场
景，不对存款产生挤出效应，避免
套利和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
可以根据不同级别钱包设定交易限
额和余额限额。此外，央行数字货
币可以加载智能合约，但对于超过
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
较审慎的态度。

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呼之欲出
采用双层运营体系 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目前，设计中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采取的是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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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

户结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构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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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20号胶期货上市 期市开放再进一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8月12日上午9点，我国第四个对外
开放期货品种——20号胶期货，在上海期
货交易所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证
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上市仪式上表示，这
是我国商品期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推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

目前，上海胶市交易规模已跃居全球
之首，20号胶期货上市后，将进一步增强
我国在全球橡胶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轮胎工业技术标志

20 号胶是天然橡胶主流品种之一，
是轮胎产业主要基础原料。近年来，随着
汽车工业蓬勃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
大轮胎制造国，橡胶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
变化，20 号胶成为全球天然橡胶产业最
具代表性的品种。

全球约70%的天然橡胶用于轮胎制
造，轮胎所用天然橡胶中约80%为20号
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可以说，20号胶
的使用已成为一个国家轮胎工业技术与
工艺水平的主要标志。

从全球来看，东南亚地区橡胶种植面
积和产量遥遥领先，形成了东南亚主导橡

胶供应的格局。受限于地理气候环境，我
国橡胶种植主要集中在海南、云南南部、
广东等少数地区，产量有限。我国天然橡
胶加工主要以胶园胶乳为原料，生产以
SCR WF胶（全乳胶）为主导产品的各种
标准橡胶，20号胶产量较小，规模化程度
相对较低，部分民营企业亦参与天然橡胶
加工生产。

目前，我国天然橡胶消费主要依赖进
口。2018年，我国继续引领全球橡胶消费
增长，进口天然橡胶566万吨，占当年全球
消费量的40%。我国进口的20号胶主要
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3国占
我国20号胶进口量的80%。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20号胶期货何以成为继原油期货之
后在上期能源上市的第二个国际化品种？

20号胶是我国与泰国、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双边贸
易的重要原材料产品，具有国际化属性。
方星海表示，上市20号胶期货并一开始
就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是一件顺理成章
的事，这对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升我

国在全球天然橡胶市场定价影响力，服务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天然橡胶兼具农产品、工业品
与金融属性，因此影响20号胶价格的因
素较多。近年来，20号胶市场价格波动
频繁，波动率高。2010 年至 2018 年，
泰国20号胶青岛保税区现货最高价曾达
38205元/吨，最低价至7185元/吨，年
度波动率最大至106%。自2017年第二
季度起，在泰国政府放储影响下，20号
胶价格进入下行通道。2018年，受中美
经贸摩擦影响，20号胶价格整体窄幅震
荡下跌。

此前，上期所已有天然橡胶期货。经
过20余年的发展，天然橡胶期货市场交易
活跃，成交量、持仓量快速增长，期货市场
价格影响力不断增强，品种功能发挥良好，
已成为国内全乳胶、乳胶等国产现货市场
定价的主要参考依据，其稳健运行为20号
胶期货上市提供了有效借鉴。

目前，上期所天然橡胶期货侧重于反
映国内天然橡胶市场的供求关系，20 号
胶期货则主要反映全球范围内天然橡胶
供求关系，二者互为补充，可协同发展。

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姜岩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我国天然橡
胶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上市20号胶期
货，既有利于构建全球天然橡胶市场定价
体系，服务我国橡胶工业发展，助力我国
从轮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服务我国
天胶企业“走出去”，又有利于推进我国期
货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我国天然橡
胶期货市场影响力，是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的有力举措。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近十余年，我国天然橡胶龙头企业在
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
缅甸、老挝等国家及非洲的科特迪瓦、喀
麦隆等国家投资天然橡胶种植加工业。
据测算，我国企业在海外参与经营的天然
橡胶资源已是国内资源的2.5倍。同时，
为克服国内天然橡胶资源的短缺，部分轮
胎企业也先后到国外建立了多个橡胶园
和轮胎加工厂。

随着我国天然橡胶产业龙头企业“走
出去”步伐加快、海外经营的橡胶资源增
加，20号胶作为其海外生产、使用的主要
品种，面临的价格风险敞口与经营风险与
日俱增。

2010 年至 2018 年，20 号胶最高价
曾达38205元/吨，最低价至7185元/吨，
年度平均波幅高达48%。20号胶期货可
为橡胶产业链企业提供价格风险管理的
工具，帮助企业锁定成本、守住利润，提高
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竞争力。中国天然橡
胶协会专职副会长郑文荣表示，20 号胶
期货上市，为我国天然橡胶市场国际化注
入了新能量。

天然橡胶市场国际化程度高，其贸易
是开放的，贸易流向也是多边的。建立一
个国际化的20号胶期货市场，可以更准
确地反映20号胶现货市场的真实情况。

当前，我国天然橡胶对外依存度超过
80%，是天然橡胶市场上最大买家。全面
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使市场价格成为产
业链上的“温度计”，准确反映20号胶市
场的供需状况，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可有
效提升我国在国际天然橡胶市场的影响
力，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

本报北京 8 月 12 日讯
记者郭子源从浙江银保监局

获悉：针对超强台风“利奇马”
对浙江省造成的影响，浙江银
保监局已指导当地银行业、保
险业全力做好事前预防、事后
救援等工作，全力投入抗台风
救灾攻坚战，努力把损失降到
最低。

截至8月12日10时，浙江
全省（不含宁波）各财险公司共
接到因台风“利奇马”造成损失
的 各 类 报 案 78322 件 ，报 损
24.59 亿元。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辖内保险公司共出动查勘
人力14785人，查勘车辆7651
台次，排查企业11947家，出具
防损建议书4173份，购买防灾
物资728.16万元，准备理赔应
急资金20.78亿元。

同时，受影响较大的温州
地区银行业受灾网点已达 88
个，已确认受灾贷款800余户，
涉及贷款超 2 亿元；台州地区
确认受灾银行业网点 574 个，
已确认受灾贷款8291户，涉及
贷款80.11亿元。

为了确保基本金融服务，当
地正在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及时
转移重要材料并加快网点抢
修。目前，在温州市受灾的88
个银行网点中已有21个恢复经
营，受灾最严重的乐清市大荆镇
等地也将在洪水退去后加快抢
修工作；在台州市574个银行受
灾网点中，已有 520 个恢复营
业，其余网点也将尽可能在3天
内恢复正常营业。

浙江银保监局辖内各主要
保险公司已快速开通“绿色理赔
通道”，同时落实重大人员伤亡保险保障。截至8月12日
上午10时，已决件数8104件，已决赔款2900万元。

此外，针对农作物受灾情况，浙江银行保险机构已
及时赴受灾农户查勘灾情，联动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实
地走访受灾户，指导开展灾后恢复生产，予以信贷支持
和保险理赔。

据悉，浙江银行业共设立了流动金融服务站200
余个，及时为受灾区域提供金融服务。

目前，经浙江省联社统筹安排，台州、温州农信系
统已分别投入70亿元和50亿元专项贷款资金，帮助
受灾群众和企业渡过难关。其中，温州辖内11家农商
行509个网点均开设了绿色便捷通道，对灾后重建予
以免抵押、免担保信贷支持；对因受灾导致资金周转困
难的贷款客户，原则上只要客户有意愿，能转则转、能
续则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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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分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现予以公告。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同时，下列借款均已到期或逾
期，现一并予以催收，请下列借款所涉及的债务人、担保人及时
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
务和担保责任。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 年3月31 日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司法文书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债
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
或履行清算责任。

联系人：白先生 联系电话：0311-87899627
刘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29170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名称

邯郸市新阳光
化工有限公司

丰宁宏江工贸
有限公司

河北千山中晶
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

沙河市千山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中钢钢铁
有限公司

河北月山重工
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新起点铜
业有限公司

原贷款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广安街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和平东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和平东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和平东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建华支行（现更名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
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
定分行

贷款本金余额（元）

80,000,000.00

80,000,000.00

4,217,814.34
527,369.37
433,089.06
430,000.00
429,914.39
417,604.61
400,773.59

46,500,000.00

500,000.00

25,000,000.00

110,000,000.00

5,300,000.00

705,000.00
50,000,000.00
35,000,000.00
34,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00.00

850,000.00
840,000.00
840,000.00
800,000.00
730,000.00
560,000.00
205,000.00

49,680,000.00

39,720,000.00

29,800,000.00
29,800,000.00
29,470,000.00
7,500,000.00

29,778,280.26

担保人名称

邯郸市嘉恒工贸有限公司、段文平

丰宁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蓝旗宏
江新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孙宝春

正蓝旗宏江新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丰宁宏江商砼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
宏江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孙宝春

河北千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崔申虎（配偶
岳便英）、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沙河市千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河
市千山大酒店有限公司、牙克石市鸣鑫矿
业有限公司、平阴县洪范池矿业有限公司

河北千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崔申虎（配偶
岳便英）、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沙河市千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河
市千山大酒店有限公司、牙克石市鸣鑫矿
业有限公司、平阴县洪范池矿业有限公司、
沙河昊天微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千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千山中
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沙河市千山大酒店
有限公司、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牙克石市鸣鑫矿业有限公司、平阴
县洪范池矿业有限公司、河北骏威工贸有
限公司、崔申虎、岳便英

唐山新戴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如宝、
北京缤纷顺通商贸有限公司、唐山雾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平宝商贸有限公司、刘如宝、唐山新戴
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缤纷顺通商
贸有限公司、唐山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邢台金丰球铁科技有限公司、任广进

河北泰斗线缆集团有限公司、许领军
河北泰斗线缆集团有限公司、许领军、雄县
安正达线材厂

抵押物
邯郸市嘉恒工贸有限公司位于邯郸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联通南路2号；土地面积为
8855.30平方米，土地性质为科技研发用地。
房产位于土地之上，建筑面积11038.69平方
米
丰宁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宁丰路西；土
地使用面积3079.31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
业用地，房产建筑面积12508.37平方米，为
商业用房

无

岳便英名下位于昌平区沙河镇豆各庄村碧
水庄园三期35-5号别墅，建筑面积741平方
米，土地面积2429.81平方米；岳便英名下位
于昌平区沙河镇豆各庄村碧水庄园三期35-
7号别墅，建筑面积758.46平方米，土地面积
2456.66平方米

其中1000万元由岳便英两处别墅提供第二
顺位抵押担保

沙河市千山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沙
河市太行街东段北侧的两宗土地使用权（用
途：住宅）和地上房产（用途：商业），土地面
积共2621.83平方米，房产面积5253.28平
方米；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名下坐落于三亚市吉阳镇亚龙湾国家旅游
度假区别墅，建筑面积926.41平方米，土地
面积4217.01平方米

唐山新戴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乐亭县打网岗的旅游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
面积513802.57平方米

无

河北月山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
产：1.位于沙河市周庄办事处冀庄村西南工
业用地，土地面积159449.74平方米；2.位于
沙河市冀庄村西南、纬三路南侧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106665.34平方米；3.位于沙河市
周庄办事处冀庄村西南工业房产，建筑面积
51788.68平方米；4.位于沙河市冀庄村西南、
纬三路南侧工业房产，建筑面积48008.06平
方米

无

8月12日，20号胶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

海与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共同为20号胶期货上市鸣锣。 尚 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