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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

是公共政策的两大工具，

其目的是不一样的：金融

监管是为了维护金融市场

稳定，宏观调控是为了逆

周期调控、实现实体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但是，有

时金融监管也会影响甚至

误伤实体经济，被动起到

宏观调控的作用。

当前的金融去杠杆，

主观上是为了金融安全和

稳定，而客观上也正在对

实体经济产生一定压力。

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

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任务做

出明确部署，其中宏观调

控是“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

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金融

监管是“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

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

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

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会议

确定四大任务中的第三大任务是振兴

实体经济。

回顾2014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

流动性宽松周期先后在股市、债市、房

市领域滋生了资产泡沫、杠杆套利以及

金融风险。2015 年股市率先去杠杆，

2016年 8月份以来债市开始去杠杆，同

年10月以来房市开始去杠杆。

加杠杆是市场微观结构恶化的过

程，筹码向乐观的投资者集中；去杠杆

是改善市场微观结构的过程，保障资产

流动性以分摊成本，不能引发解杠杆的

流动性危机是底线。2015年股灾的本

质是去杠杆过程的流动性危机。

2015年以来，由于利率市场化和中

小银行在存款负债上的劣势，同业存单

繁荣，中小银行通过同业负债来对接地

方债、信用债和非标，进而流向当地的

地方融资平台、制造业企业和房地产来

支持当地实体经济发展。但是，由于银

行追逐利润做大规模的动机和监管短

板，逐渐形成“同业存单—同业理财—

委外投资”的套利链条，开始通过加杠

杆、加久期、降信用来进行监管套利，沦

为“以钱炒钱”的投机行为，违背了服务

实体经济的初衷。

今年 4 月份以来，监管层对“三套

利”“四不当”等行为开始加强监管并进

行专项检查，要求穿透底层资产，一一

对应。由于同业业务由来已久，一时难

以厘清，而且银行对于哪些可以做、哪

些不能做的新规不明朗，天然的反应是

什么都不做，只忙着补授信、调存量，导

致新业务停摆，进而误伤实体经济。典

型的表现是，债券收益率大幅上行相当

于事实上加息，而从估值

的角度看，长端债券收益

率基本在历史均值水平

上，且债券市场不断有债

券推迟或取消发行，4月共

有 154 只债券取消和推迟

发 行 ，涉 及 规 模 达 到

1406.63亿元，数量和规模

已与今年第一季度相当。

商业银行负债和资产缩表

导致信用创造收缩，相当

于宏观调控收紧。

如果二季度保持金融

去杠杆的高压，那么预计

二季度信贷社融可能会出

现比较明显的回落。考虑

到一季度的时滞，三季度

投资和经济可能会出现比

较明显的回调。

因此，如何在金融去杠杆、防化金

融风险的同时，防止误伤实体经济值得

重视。

首先，区分“以钱炒钱”的投机套利

行为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是关

键。

其次，按照宏观调控的“丁伯根法

则”，面对多目标，应采取多种工具。比

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冲金融去杠

杆引发的货币收缩效应。

第三，去杠杆有助于金融稳定，但

要防止运动式、突袭式，防止“放乱收

死”，应该是“又红又专”。

近期，一行三会再度频频释放“温

和去杠杆”的政策信号：5月12日央行进

行4590亿元MLF操作，等于去杠杆的过

程中，流动性紧张时给口水喝；央行在

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表示，“缩表”并

不一定意味着收紧银根，4月份央行资

产负债表已重新转为“扩表”；银监会 12
日通报会提出，自查和整改之间安排 4
到6个月缓冲期，实行新老划断，对新增

业务严格按照监管标准进行规范，对存

量业务允许其存续到期实现自然消化，

对高风险业务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制

定应对预案；证监会明确资金池监管并

非新增要求……

我们预计，未来将以“温和去杠杆”

为主：1、一行三会将加强协调，有机衔接

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2、不搞暴

风骤雨式的监管，用时间换空间，防止

2015年的情形重演，防止去杠杆引发次

生性灾害，局部风险可以暴露，但要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3、稳定市场

预期，把握好去杠杆和维护流动性基本

稳定的平衡。但是市场也不要抱有侥

幸，在去杠杆见效之前，货币政策和监管

政策仍将保持压力。预计未来监管政策

和货币政策转向放松的三大信号是：经

济二次探底迹象明朗、金融杠杆去化比

较充分、经济政治维稳诉求上升。

去年以来，“一带一路”获得了全球的

广泛关注，从联合国近期表态来看，其国

际地位逐渐被认可：

去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

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肯定“一带一路”

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发展

的作用，并将其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这

标志着“一带一路”国际地位全面提升。

今年 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344
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

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已然成为联合国

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平台。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力。以此为契机，有望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进一步深化，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将更具广度和深度。

当前阶段“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有何特征？

从一季度最新对外投资数据看，我国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逐渐深化。根据商

务部合作司汤军的表述，具体表现为对外

投资合作持续升温、新兴产业比例提高、

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三大特征。

对外投资方面，一季度我国企业在沿

线 43个国家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9.5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 14.40%，同比增加

5.40%。

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一季度对沿线 61
个国家新签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952份，完

成营业额 143.90亿美元，同比增长 4.70%，

占同期总额49.20%。

投资行业结构优化，新兴产业比例提

高。一季度，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加速，占比分别上升

11.20%和10%，位居前三。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出口

带动作用明显。一季度，新签合同额在

5000万美元以上项目 156个，合计 340.70
亿美元，占总额 79.30%。对外承包工程带

动 货 物 出 口 34.70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28.4%，高于同期货物贸易。

从目前具体项目落地情况看，“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在区域、产业、投资主体等

方面集中度较高，未来合作领域有望扩

大。中债资信和社科院世经政所联合发

布的《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显示，2015
年至2016年上半年，“一带一路”前10大项

目投资总额达 177.80亿美元，占比总额高

达43%，具体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区域分布方面，东盟是项目落地的主

要区域。2015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达

到 146.40亿美元，占比“一带一路”相关区

域投资流量的 77.24%。中东欧地区虽然

项目整体体量不高，但投资增长迅速。

产业分布方面，以基建类为主。项目

因地制宜，主要分布在契合当地经济发展

需要的产业领域。从项目投资金额来看，

能源、交通运输和矿产占比超过70%。

投资主体方面，大多以国企为主导。

一方面，国企在其基建等产业领域具有比

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目前项目落地大

多与东道国政府推动相关，国企更易开

展，主要分为具有东道国政府背景的机构

参与项目投资、东道国政府发展战略规划

项目、两国高层领导互访签署项目等三种

情况。

主题策略与选股：重点
关注两条投资主线

我们认为，伴随全球关注度的提升，

“一带一路”未来有望从广度和深度两个

方向延展：广度角度，以“百日计划”为契

机，美国对“一带一路”态度正在转变。深

度角度，针对不同“一带一路”国家，未来

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侧重点也将因地制

宜，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从合作模式

看，未来PPP作为创新型融资模式将得到

进一步推广。

主题策略层面，前期我们强调的是关

注“一带一路”产业及区域辐射方向，主推

设施互通（国际工程承包、大基建、能源、

通信等）、贸易互通（高铁、集装箱及油气

装备等）及区域主线（新疆、陕西、福建）。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延伸，我们建

议重点关注未来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具备

比较优势、抵御风险能力更强的细分领域

受益上市公司，主要包括以国际综合工程

为代表的大基建龙头、以高铁为代表的装

备龙头等。

建议关注估值合理、订单结构改善的

国际综合工程龙头。从订单逻辑出发，我

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

订单快速增长，推动业绩快速增长。现阶

段的增量逻辑是海外订单结构的变化。

随着“一带一路”加速推进，投资项目范围

及额度扩张，PPP作为缓解巨额融资压力

的有效创新手段得到了大力推广。我们

认为，基建产业链上较为受益的环节是

“一带一路”与PPP重合度较高的海外基建

龙头公司，如葛洲坝、中国电建、中国建

筑、中国铁建等。

此外，从国际优势产能转移出发，装

备类龙头将持续受益于“一带一路”推进，

我们看好性价比高、具备国际比较优势的

高铁产能输出前景，建议关注装备类全球

领先企业中国中车。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整理

5 月 14 日至
15 日，北京举办

“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这
是我国首次以“一
带一路”倡议为主
题举办的最高规
格大规模国际论
坛。按照外交部
部长王毅的表述，
此次论坛是中国
继北京 APEC、杭
州 G20 峰会之后
举办的又一次重
要的国际盛会、主
场外交。

从 国 内 看 ，
“一带一路”由中
国首倡、高层推
动，以 18 个省市
为 核 心 覆 盖 全
国。从全球看，

“一带一路”是亚
欧乃至世界各国
合作的新平台，目
前已连接43个沿
线国家约44亿人
口，未来区域边界
有望进一步拓宽。

金融去杠杆中
须防止误伤实体经济

□方正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 任泽平

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更具广度和深度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