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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监管动态
►央行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央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 发展规划（2019—2021 年）》
►证监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

观点聚焦
►刘国强：完善 LPR 形成机制降低实际利率水平
►孙国峰：新的 LPR 机制对人民币汇率没有直接影响
►盛松成：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谁更受益？

监管动态：


央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

2019 年 8 月 16 日，央行发布公告表示，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 20 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 30 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公众可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查询。公告要求，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行
应于每月 20 日（遇节假日顺延）9 时前，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加点形成的
方式，向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报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按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算术平均的
方式计算得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提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代表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报价行类型在
原有的全国性银行基础上增加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此次由 10 家扩大至
18 家，今后定期评估调整。LPR 期限品种方面，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原有 1 年期一个期限品种扩大至 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两个期限品种。银行的 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贷款参照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
价，1 年期以内、1 年至 5 年期贷款利率由银行自主选择参考的期限品种定价。（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点评： 经过多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目前我国存在市场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并存的“利率
双轨”问题。通过改革完善 LPR 形成机制，可以促进“利率并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货币政策传导不
畅。机制改革后，LPR 报价方式将以中期借贷便利（MLF）为基础加点形成。新的市场化定价基准将推动
银行贷款利率与政策利率直接挂钩，对于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具有积极意
义。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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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1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分
离”，破解“准入不准营”，这有利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也是稳就业的有力措施。会
议决定，从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对中央层面设定的全部
523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一是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等 13 项审批。
二是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等 8 项审批改为备案。三是对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 60 项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四是对其余 442 项审批采取压减材料和时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网上办理、取消现场核验等优化服务
措施。五是对上述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向社会公开并定期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官网）
点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未来的制度高地，其发展与整个经济发展联动，是推动创新和寻求更多新
突破的主要载体。“证照分离”改革是简政放权的进一步深化，是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体
现，在加强服务便利化的同时，也要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央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 发展规划（2019—2021 年）》

2019 年 8 月 22 日，据央行官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
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三年金融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
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规划》确定了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从长远视角加强顶
层设计，把握金融科技发展态势，做好统筹规划、体制机制优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二是强化金融
科技合理应用，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规范关键共性技术的选型、能力建设、应用场景以及安全管
控，全面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三是赋能金融服
务提质增效，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丰富服务渠道、完善产品供给、降低服务成本、优化融资服务，提
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使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百姓民生，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四
是增强金融风险技防能力，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运用金融科技提升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
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和金融信息保护，做好新技术应用风险防范，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五是强化金融科技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加快推
进监管基本规则拟订、监测分析和评估工作，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服务金融业综合统计，增强
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六是夯实金融科技基础支撑，持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优化
产业治理体系，从技术攻关、法规建设、信用服务、标准规范、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支撑金融科技健康有
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点评：央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 年）》，彰显国家对金融行业科技创新的重视，同
时也明确了金融科技的定位：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规划》既肯定了我
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已具备的一些基础和优势，同时也指出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给货币政策、金融市场、
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未来三年要加强相关机制建设，树立规则意识，充分发
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证监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

2019 年 8 月 23 日， 为落实科创板上市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公司）并购重组注册制试点改革要求，
建立高效的并购重组制度，规范科创公司并购重组行为，证监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
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特别规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突出科创板制度的包容
性和适应性，对科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认定标准、发行定价机制、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并购重组等重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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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作出规定。《特别规定》明确，科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注册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证监会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审核意见等相关文件后，在 5 个交易日内对科创公司注册申请作出同
意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注册制的实施，将有效提升科创公司并购重组效率。证监会将继续深化并购重
组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科创公司并购重组制度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特别规定》详见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金融时报官网）

点评： 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科创板并购重组的改革力度、市场化程度较高，一系列政
策红利和制度红利集聚科创板。在证监会发布《特别规定》的同时，上交所也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征求意见稿）》。从境外市场的实践经验看，科创企业具有较
大的并购重组需求，因此证监会和上交所基于包容性和市场化的考量出台上述文件，完善并购重组制度
设计。

观点聚焦：
 刘国强：完善 LPR 形成机制降低实际利率水平
2019 年 8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发言，
“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像‘修水渠’，目的是让水流更加畅通，让水更有效率、更精准地流到田间地头，但
水的大小还是要看闸门。”推出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旨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由
各报价行按市场化原则报价，并由银行参考 LPR 自主加点定价，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市场
配置资源的效率，促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缩小国家调控政策与实体经济感受之间的落差。同时，刘国强
强调，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但不能替代货币政策，也不能替代其他政策，不指望
“一招鲜、吃遍天”。
8 月 20 日，央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新 LPR。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首个新 LPR 出炉，1
年期 LPR 为 4.25%，比 1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低 10 个基点，比以前老的 LPR 低 6 个基点；5 年期以上 LPR 为
4.85%，比目前 1 至 5 年（含 5 年）贷款基准利率 4.75%高 10 个基点，比 5 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 4.9%低 5
个基点。总体实现稳中有降，符合市场预期。
刘国强表示，考虑到利率市场化已取得一定成效，推出新的 LPR 机制时机已经成熟。当下，我国的利
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大部分银行已建立较完善的贷款定价模型，自主定价能力显著提升。而且，
目前经济发展对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迫切性上升，要求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作用。加之中国是当前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施常规货币政策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没有通缩。在
上述背景下，利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推动，把前期降低的市场利率传导成为降低实体经济信贷利率，符合
客观规律。
“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已经放开，但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存在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并
存的‘利率双轨’问题，影响货币政策有效传导，一定程度弱化银行之间的竞争。”刘国强谈到，银行发
放贷款时，大多仍参照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特别是个别银行通过协同行为以贷款基准利率的一定倍数（如
0.9 倍）设定隐性下限，对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形成了阻碍。虽然市场利率下来了，但是贷款利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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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比较硬，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这是市场利率下行明显但实体经济感受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
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迫切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孙国峰：新的 LPR 机制对人民币汇率没有直接影响
2019 年 8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这次改革
完善 LPR 形成机制，有利于降低贷款利率，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融资成本。通常我们说和汇率直接相关的是
市场利率，这次改革并不涉及市场利率的变化，这次改革的关键词是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因此对人民币汇
率没有直接影响。总的看，应当说当前中美利差处于舒适区间，我对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
本稳定充满信心。（中国金融新闻网）

 盛松成：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谁更受益？
2019 年 8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撰文表示，LPR 定价机制采用“公开市场
操作利率加点”的方式，将有助于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但实现“两轨并一轨”、畅通“利率传
导的最后一公里”进程仍需继续努力。
盛松成认为，第一，贷款优先进行市场化定价，对商业银行自身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提高。我国推进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是先贷款、后存款。贷款利率市场化后需要考虑银行负债端的情况，因商业银行资
产端的定价与负债端的成本是联动的，两者需要协调推进的。若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对贷款采用市场化定
价，而存款仍根据存款基准利率进行定价，这就对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
对冲银行利率风险？是否增加利率衍生管理工具等需要考虑。
第二，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应考虑如何降低短期市场利率波动性的问题。当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对
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DR007）整体引导效果不错，但后者仍存在波动幅度太大等问题，完善利率
走廊机制将尤为重要。
第三，公开市场操作对象为一级交易商，主要是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当前货币市场存在流动性分
层现象，包商事件后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发行量收缩、发行利率上行，流动性由大行向中小行传导受阻。因
此，政策利率对中小行贷款利率传导效果有所减弱，叠加中小行风险偏好下行，或不利于弱势企业贷款。
若一味强调降低小微企业实际贷款利率水平，或将加剧大行与中小行的竞争，增加中小银行经营风险。
第四，解决 LPR 定价机制是否能够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LPR 新的定价方式确实能增强货币政策
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中介机构减费让利”、“多种货币信贷政策工具联动配合”将有助于降低 LPR
利率。由于银行将根据企业经营的风险情况，自主决定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加点幅度，当前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银行风险偏好整体下降，或许资质较优的小微企业才能更受利于改革。（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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