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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人民银

行近日在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

行报告中再次强调，下一阶段我国仍

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松紧适

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适度

实施逆周期调节，引导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

速相匹配。

人民银行表示，将根据经济增长

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精准

把握好调控的度，加强预期引导，稳

定市场预期，继续灵活运用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组合，平衡好总量和结构之

间的关系。

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实施了

包括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开展

中期借贷便利和常备借贷便利操

作、构建“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新

框架和多措并举支持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信贷投放等在内的多个政

策，目前已取得了较好成效。数据

显示，6 月末，M2 同比增长 8.5%，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0.9%，与

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上半年人

民币贷款新增 9.7 万亿元，同比多增

6440 亿元，多增部分主要投向了民

营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6 月，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上年高点下

降 0.32个百分点。

“未来将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

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创新货币政

策工具和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

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更

好地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在

实际利率形成中的引导作用，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人民银行在

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

在 2018 年第四季度五家大型银

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贷款平均利率

较 2018 年第一季度下降 1.11 个百分

点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

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加

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推动降低

小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和综合成本。

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针对民营、小微企业缺乏抵押担保品

的情况，人民银行鼓励和引导金融机

构创新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融

资产品，拓宽抵质押物范围。比如说

中国银行推出“中关村模式”，认可企

业核心技术及专利权的资本属性，为

科创型小微企业增信增贷。

来自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6月，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平均利率 6.82%，较 2018 年全年平

均水平下降 0.58个百分点。其中，五

大行切实发挥了“头雁”作用，截至

2019年 6月末，五大行新发放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 4.78%，较

2018年全年下降 0.66个百分点，再加

上承担或减免信贷相关费用相当于

降低其他融资成本 0.57个百分点，合

计已超过1个百分点。

此外，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

略有下降，执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

基本平稳、执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

略有上升。6 月份，一般贷款中执行

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66.2%，比3月

下降 1.7 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利率的

贷款占比为 16.1%，比 3月上升 0.3个

百分点；执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

17.8%，比3月上升1.4个百分点。

“同时也要看到，民营、小微企业

融资问题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

难点和痛点，要切实降低民营、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还需要深入推进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供给的

匹配度。”上述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具体措施包括发挥大型银行

“头雁”效应，引导中小银行在竞争中

积极拓展新客户，提升民营、小微企

业贷款市场竞争性；引导金融机构积

极创新产品，开发出更加适合服务民

营、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通过贷款

利率两轨并一轨，打破贷款利率隐性

下限，推动更多金融资源转向小微企

业和贷款实际利率下行等。

■本报记者 张淑贤

在昨日上海市法学会自贸区法治研究

会和上海财大法学院联合主办的“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法治保障研讨会”上，上海

市法学会自贸区法治研究会会长郑少华表

示，从法治的角度看，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总体方案可概括为“166”，其中1为努力

方向，即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

自由贸易园区，第一个6指的是五大自由

（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

由、人员从业自由）以及信息快捷联通；第

二个6指的是六大保障，分别为管理机制、

风险的防控、公平竞争、有竞争力的税收体

制、立法的保障、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从6年前上海启动第一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开始，自贸区都非常强调试验可复

制可推广，但此次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总体方案中的说法却是选择国家战略需

要、国际市场需求大、对开放度要求高但

其他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

域。”郑少华说，“这实际上强调了差异化

发展的思路，即在临港新片区的试验是不

可复制可推广的。”

华东政法大学自贸区法律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贺小勇也持类似观点。在他看

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特殊”体现

在四个方面，分别为国内定位特殊，对开

放度要求高但其他地区不具备实施条件

的重点领域；对标特殊，对标国际上公认

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管理特

殊，参照经济特区管理；产业特殊，政策设

计配合特殊产业发展。

“与之前的自贸区相比，上海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的试点是由改革转向开放、由

便利化转向自由化、由地方转向国家。”贺

小勇说。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胡加

祥指出，之前的自贸区追求的是“贸易便

利化”，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要实现的

是“贸易自由化”，前者的重点是简化行政

措施，后者的重点则是减税降负。

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第十五条“发展新型国际贸易”中提到的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独资企业开展面向

全球的文化艺术品展示、拍卖、交易”为

例，胡加祥建议，上海可以借鉴新加坡“樟

宜机场货运终端综合体”的做法。

“樟宜机场货运终端综合体”是一栋

2.7万平方英尺的单体建筑，不仅设计新

颖，而且固若金汤，因其是美联储海外黄

金存放地之一，被称为新加坡的“诺克斯

堡”。由于属于“境内关外”，“樟宜机场货

运终端综合体”进出的黄金、艺术品等私

人贵重物品无须缴纳关税，但是海关有权

随时进入检查。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第

六条“实施资金便利收付的跨境金融管理

制度”中即明确指出，探索新片区内资本

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先行先试金融

业对外开放措施，积极落实放宽金融机构

外资持股比例、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

营范围等措施。

在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法研究中心

主任龚柏华看来，随着定位和目标的更

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法治理念也需

“更新”，国家对外开放领域中的先行先试

要在临港新片区落地。

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松紧适度

国际化产品添“新兵”

上海有望成为全球20号胶定价中心

专家解读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法治保障

强调差异化发展 由便利化转向自由化

■本报记者 孙竹芗

历经长达 6 年的准备，昨日上午 9
时，20 号胶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

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

易。该品种的亮相，是继原油期货之后

又一个在浦东诞生的中国价格，这标志

着我国期货市场再向国际化迈出重要一

步。

橡胶期货品种在我国市场上已有交

易，且行情不弱，为什么还要上市 20号胶

期货，这个新品种又有何“厉害”之处？

亮点一

与现有品种互为补充
全面引入境外参与者

此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的政策显

示，20号胶期货将延续此前上市的原油期

货相关政策，采用“国际平台、净价交易、

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模式，并全面引入

境外参与者参与交易。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天胶期货

目前已成为国内全乳胶、乳胶等国产现货

市场定价的主要参考依据。随着20号胶期

货闪亮登场，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将获有效

联动，从而逐步形成集期货、期权、标准仓

单、“保险+期货”等门类于一体，覆盖国内

外、产业上下游的成熟天胶衍生品序列。

作为证监会批准的特定期货品种，20
号胶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橡胶产业最具代表

性的品种。上期所现有天胶期货的交割品

为国产全乳胶和进口3号烟胶片。此次挂

牌上市的20号胶与国产全乳胶都是天然橡

胶，但两者在初级原料、加工工艺、贸易模

式、最终用途、增值税率优惠和关税等方面

存在差异。二者可以互为补充，进一步促

进我国橡胶期货市场的成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与家族前辈RU天然

橡胶期货不同，20号胶期货迈出了国际化

的重要一步——相较于已上市的沪胶期

货，20号胶期货将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

具体来看，一是采用人民币计价，外

币可以作为保证金；二是采用净价交易，

报价不含增值税等；三是在交割上采用保

税交割，设立保税仓库、仓单交割。

此外，在政策层面，作为我国继原油

期货、铁矿石期货、PTA 期货之后的第四

个境内特定品种，20号胶期货将复制原油

期货的相关政策。

亮点二

减少投机套利
有望逐步成为定价中心

从全球范围内看，目前天然橡胶期货

交易所共有 4家，分别是东京工业品交易

所（TOCOM）、上 海 期 货 交 易 所

（SHFE）、新加坡交易所（SGX）以及泰国期

货交易所（TFEX）。无论是成交量还是持

仓量，上海期货交易所都是当之无愧的

“橡胶期货交易最活跃交易所”。

虽说成绩亮眼，但上期所的橡胶期货

交易也长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

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交割标的也有所局

限；另一方面，国内天然橡胶期货合约对

全球期货、现货市场的价格引导力尚有

限。因此，尽管我国已跃升为全球橡胶市

场的头号买家，但战略买家的地位并没有

很好地在市场中凸显。

展望未来，国内20号胶期货合约上市

后，依托国内庞大的天胶期货市场基础，

上海有望逐步成长为全球 20号胶的定价

中心。

与此同时，20号胶期货交割品种十分

贴近实体经济，作为下游消费的主要品

种，它的上市将会增加产业链各环节的参

与。

而且，20 号胶期货采用连续月合约，

可大幅减小投机套利对橡胶期货价格的

影响。

亮点三

首日交易活跃
业界看好后市

上期所数据显示，20号胶期货首日交

易参与集合竞价的会员和客户分别为 93
家、362个；首批成交312手（单边）。

其中，参与集合竞价达成首批交易的

有天然橡胶产业链企业及境内外相关机

构，包括：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旗下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

海云象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垦橡胶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广州市广橡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和泰华树胶（大众）有限公司、联润

橡胶有限公司旗下翃润（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物产中大欧泰有限公司、宁波杉杉

石化有限公司、上海韬合贸易有限公司、

增石（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永安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雅吉国际（新加坡）有

限公司、永安（新加坡）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ANDS Risk Management Limited
等。

华泰期货总裁徐炜中对记者表示，毫

无疑问，国际化品种的推出，有利于我们

进行跨市场的、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对

冲，也有利于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全

球竞争。20 号胶期货也将推动我国与东

南亚国家的进一步合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在上市

仪式上表示，20号胶期货是上海期货交易

所继原油期货之后推出的第二个国际化

品种。它的上市，不仅对促进“产融结合”

振兴我国天然橡胶产业、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

要意义，还将助力上海提升金融服务能

级，打造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建成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从而提

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资源、服务

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他表示，衷心期待上海期货交易所以

20号胶期货上市为契机，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探索创新，加快迈向“世界一流交

易所”，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

我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我们也将不遗余力，以更好的服务、更优

的环境，支持上海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市场

各类主体发展壮大。

20号胶期货的上市将助力上海打造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 □IC photo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