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

昨日发布的《中国金融政策报告 2017》是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重头戏。报告聚焦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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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可控，但结构不合理，应采取措施把企业部门从沉重的
杠杆中解脱出来，
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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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政策报告 2017》昨天发布

中国杠杆率整体可控

2017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昨天进入第二
天的议程。此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
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
京东金
融担任战略合作伙伴。
“ 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
新”
、
“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
、
“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
监管”
等经济热门话题均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

把企业从沉重的杠杆中解脱
《中国金融政策报告 2017》是五道口全球金融
论坛的重头戏。报告聚焦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
可控，
但结构不合理，
应采取措施把企业部门从沉重
的杠杆中解脱出来，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
业资产重组。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数据，
中国 2016 年三
季度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 166.2%。对此，
报告建
议，
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
要努力进行
金融改革，让企业能够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范围之
内。首先，
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
要鼓励各类资产管
理公司参与企业的资产重组，向社会募集资金做股

权投资，然后被重组的企业把得到的股权资金归还
贷款，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完成债转股。其
次，推进企业的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第三，要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给大家更多的股权融资渠道。
中国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院长吴晓灵在解读报告时说：
“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最
低，
政府的杠杆率尚可，
而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是最
高的。企业是我们生产的主力，如果企业不能从沉
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没有好
处的。
”

影子银行有好处也有隐患
“怎样来看待影子银行呢？影子银行是不是应
该完全取消、人人喊打的事物呢？”吴晓灵在昨天的
发言中还提到了备受争议的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直接融
资渠道不畅，
金融制度还不够完善的一个畸形产物，
但是它有它的好处，
如果它能够规范发展的话，
它是
直接融资的一部分。因而我们要肯定它在直接融资
中的作用。
”
吴晓灵如此评价影子银行的积极作用。

寿险重理财已偏离本源
“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
也是昨天论坛的一大主
题。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在演讲中直言，
这几年中国
寿险业务的发展着重理财，
已经偏离了保险的本源。
万峰称，
寿险的真正核心业务是理赔，
是怎么为
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理赔服务，
而不是资金管理，
到
期通过银行划笔账打钱就完了。从其他发达国家经
验来看，
寿险业务发展的规律都是先发展保障，
后提
供理财，
不是像我们过去突出理财、弱化保障。寿险
的发展要求是资产与负债的匹配，而不是我们前一
段提出的
“资产驱动负债”
。
“资产驱动负债，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为了满足

资金的需要而去配置负债，
比如，
先去找一个 100 亿
投资的项目，跟人签了 8%的回报，然后设计一个产
品 5%的回报，
拿到银行去卖。这叫保险吗？我认为
这不叫保险，这完全是为了你的资金去集聚资金。”
万峰对此现象评论说。
万峰还建议，大家都不要只关注保险公司的保
费收入，而要多关注保险公司给社会提供的覆盖面
有多大、
保障程度增长多少。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现在人均保单是 0.7，
日本是 1.57，
韩国是 1.65，
台湾地区 2.4，
中国大陆只
有 0.09，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 9%的人有寿险保
单。人均保额方面，美国是 50 万，日本 39 万，韩国
18 万，
台湾地区 13 万，
我们只有 3.9 万，
不到 4 万，
连
一年的人均工资都不到。
人均寿险保额，美国 44 万，日本 61 万，韩国 29
万，
台湾地区3万，
中国大陆只有5050元。
万峰最后强调，我国寿险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在
于养老、健康、医疗和普通寿险，这些业务领域是全
世界最大的市场，
也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
等待着我
们去创新和发展。
文/本报记者 程婕

京东金融 CEO 陈生强：
科技助力普惠金融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程婕）
“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
创新”
是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京东金融 CEO
陈生强指出，要做普惠金融，必须找到低成本、可持
续的模式，
降低变动成本，
建立可持续模式。
作为在场科技企业代表，京东金融 CEO 陈生
强表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做普惠金融的
机构都很难发挥出全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
找到可持续的模式。以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来说，
目
前金融机构在获取用户、风控以及运营操作三大环
节，
基本上都是在依靠传统的模式——靠广告、
靠地

但是她同时提醒大家也要看到影子银行的隐
患。它的隐患就在于多种理财工具，无论是表内的
还是表外的，
法律关系是一样的，
但是对它的金融属
性认知的不同，
不同的监管当局在监管，
因而造成了
理财市场的监管混乱。从今年各个监管当局，把治
理资产管理市场的乱象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
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推去获客；
靠人工调查来做风控；
在申请、
受理、
授信、
放款、
贷后等一系列流程管理上也都是大量使用人工
来审批和操作。这样的模式必然造成小微信贷的变
动成本过高。
作为亲身参与普惠金融实践的科技企业，陈生
强以京东金融的养殖贷为例具体讲解了科技如何
在普惠金融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引起了现场观
众极大的兴趣。
他介绍说，京东金融帮助养殖户建立了一套集
物流管理、信息流管理和资金流管理于一体的现代

化农业养殖管理体系，可以精准地把资金定时、定
量、定向地投放到养殖过程中，让农户实现资金使
用效率的最大化。陈生强表示，科技公司在三大层
面能有效帮助做普惠金融的金融机构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增加收入。首先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
的方式触达到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人群。其次，科
技公司可以在生活消费和产业交易场景中获得大
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真实反映了客户需求和实体经
济的产销情况，通过这些数据+风控技术可以去做
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有效降低欺诈和信用风险。

第三，在流程运营层面，科技公司可以在交易场景
中嵌入金融服务，实现从客户申请、授信、放款、贷
后的全流程贯通，让客户在交易场景中获得贷款，
不仅可以降低成本，
还能极大地改善客户体验。
陈生强最后表示，未来的金融服务将不分线上
与线下，而要融合在一起。实现普惠金融，传统金
融机构的力量不可或缺，他们应该是推动普惠金融
的主力。而传统金融拥抱新兴科技，利用科技的能
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正在成为一股不
可逆转的潮流。

高端美妆服饰新品独家上线天猫 618
百余美妆新品、
600 款服饰大牌全球同步首发

天猫618在首轮电器手机全网底价之后，
将给出
更多颜色看看。6月4日，
全球九大美妆集团齐聚天猫
618，
其中美妆18个头部品牌、
个人护理品10大头部
品牌将推出近百款新品独供天猫，
并打出史上最优价。
与此同时，天猫 618 百亿大优惠第三波将主推
“独一无二”的服饰专场——超过 200 个独家品牌，
600 款独家尖货以及大额独有的满减优惠。截至目
前，
包括 Nike、Lululemon、迪卡侬、Zara、周大生等
在内的200余个品牌已经宣布，
在天猫618期间线上
专供天猫。
这将是全球大牌服饰和美妆行业内最大规模的
一次品牌让利活动。

高端美妆
“全满贯”
618新品全球同价
今年一季度，
雅诗兰黛集团M·A·C、
欧莱雅集团
科颜氏、LVMH 集团 Fresh、爱茉莉集团 Hera、资生
堂集团ELIXIR，
以及韩国当红品牌Jayjun纷纷宣布
入驻天猫，
至此，
消费者在高端百货第一层楼面所见
的美妆品牌已悉数入驻天猫，
率先在线上完成了
“全
满贯”
。
6月4-6日，
天猫聚划算联手众多美妆大牌推出
一系列大额让利活动。6月6日当天，
希思黎、
芙丽芳
丝、
兰蔻、
兰芝等品牌将相继推出限时特价、
购买正装
送正装、
超值礼赠等活动。
除让利外，
全球九大美妆集团将在天猫618推出
近百款新品，
超过 30 个国际大牌、
120 款美妆尖货实
现全球同价，
给剁手族提供更多买买买的理由。
兰蔻、
科颜氏、
雪花秀、
植村秀、
娇兰等品牌的一

2017年2月，
M·A·C在天猫金妆奖开启彩妆秀c
系列高端定制限量新品都将在天猫 618 期间独家上
线天猫。不久前在线上独家入驻天猫的 M·A·C，
则
将推出天猫独有的与香港同价套装。

泰格豪雅、
天梭等新品登陆天猫618
Mo&Co露肩一字领中袖小黑裙，
配一双红色的
Massimo Dutti 夏季麂皮凉鞋，用满 600 减 400 的
优惠券后，
在天猫 618 期间，
这样一套穿搭在天猫上
不到一千元，
真是美丽又不贵。
天猫618将有600款尖货独家专供时尚达人，
让
你在这个狂欢节
“买买买”
停不下来。按照正常语速，
这些牌子念一遍也要10分钟——VANS权志龙款独
家 首 发、Puma R698 天 猫 独 家 首 发、卡 西 欧 GSHOCK变形金刚款独家首发、
天梭全新海浪女式腕
表网络首发、泰格豪雅曼联特别版新品首发、稀缺尖

中国修建非洲
“世纪铁路”
通车

本报讯（记者 赵新培）全长 472 公里、投资 38
亿美元的铁路日前在非洲肯尼亚通车。这条被肯尼
亚人誉为
“世纪铁路”
的蒙内铁路是由中国人建造的，
这也是中国首次将国内的全套铁路标准出口海外。
肯尼亚的港口大城市蒙巴萨和首都内罗毕的直
线距离 400 多公里，
交通主要依靠长途汽车，
路上需
要10到12小时时间。在英国殖民时代，
两座城市之
间曾修建有宽度 1 米的
“米轨”
铁路。据英国观察家
报称，
由于维护不力，
这条
“米轨”
旧铁路的实际速度
只有大约30公里/小时，
完全不能满足蒙巴萨港货运
需求。2011 年，
中国路桥集团与肯尼亚政府签署合
作备忘录，中方将以中国国铁一级标准建造新的蒙
内铁路，
这是肯尼亚历史上首次出现宽度1.435 米的
铁轨，
告别了英国殖民地时期1米
“窄轨”
铁路。

据中国路桥官网介绍，新的蒙内铁路设计客运
时速 120 公里，
货运时速 80 公里。这条铁路的修通
能将货运成本降低 40%。两地之间的客运时间则从
原来的十几个小时缩短到4个小时。
据了解，
从蒙巴萨港到内罗毕要深入东非大陆，
自然条件恶劣，
老虎、狮子、野象、犀牛等野生动物都
会对人构成威胁。中国路桥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沿
线野生动物迁徙种类和迁徙路径以及活动习性，工
程人员专门设置了供野生动物使用的大桥，
7 米以上
的桥洞高度就连长颈鹿也能悠闲从容地通过。蒙内
铁路全程共设置了这样的野生动物通道14个。
根据规划，这条铁路将连接肯尼亚、坦桑尼亚、
乌干达、
卢旺达、
布隆迪和南苏丹等东非6国，
规划全
长2700公里，
建成后将成为东非一条铁路大动脉。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智能储蓄存款成新宠
智能储蓄
“悠悦宝”
1 万元起存，存期最长五年，提前支取时按照
存入日我行储蓄存款利率进行靠档计息。比如：
您存了五年期智能储蓄，提前支取时存期满一年，
则支取部分按我行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年利率
2.25%计息，满二年则按我行二年定期储蓄存款年
利率 3.15%计息，满三年则按我行三年定期储蓄
存款年利率 4.125%计息，以此类推。未支取部分
仍按我行五年定期储蓄存款年利率 4.8%计息。
当您无法确定具体存款期限时，智能储蓄存款无
疑是您的理想选择。

“存本取息”
储蓄存款
我行推出五年期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年利率 4.8%，
10 万元起存，一次存入，按月支取利息。例如您一次性存
入 50 万元，每月可收到利息约 2000 元。该储蓄存款优点
有三：一是可以提前锁定未来收益，4.8%为固定利率，不
用担心利率下调；二是存期弹性，如果您急需用钱，可以
提前支取，且支取时利息按照存入日我行储蓄存款利率
进行靠档计息，并减去此前已付利息；三是如果您将每
月收到的利息转入我行五年期零存宝储蓄存款，则综合
收益率可达 5.4%！欢迎您到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
网点咨询办理。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6月6日8：30—15：00发行182天特别版稳健型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5.25%，6
月7日起息，5万起售，100万封顶，仅限柜面销售，额度有限，
欲购从速。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服务电话：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中关村支行：
62418618 国贸支行：
58692708
亚运村支行：
84100156
华威桥支行：
87320018 阜成门支行：
68039098 京广桥支行：
57755005

货 Nike air max、Air Jordan 11 惊艳亮相、亿健精
灵阿里智能跑步机独家销售，
NBA 总决赛期间总冠
军定制限量礼盒亮相。天猫还联合各大时尚买手店
的 奢 侈 品 牌 带 来 GUCCI、Ferragamo、Jimmy
Choo、Tory Burch 等国际一线品牌部分 5-6 折的
福利。
据说，
宇宙第一博主同名品牌 Chiara Ferragni、拥有自主造芯能力的德国腕表品牌 NOMOS，
还
有携手国内外设计师、
买手为女性提供优质内衣选择
的氧气波辣兔等都纷纷赶在天猫618前上线。

天猫已成时尚行业的引领者
近年来，
天猫对于国际大牌乃至奢侈品牌的吸引
力，
正在呈现爆发式增长。
截至 2017 年 3 月，
在福布斯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100强中，
有近八成的消费品牌已入驻天猫开展销售。
天猫服饰作为行业的绝对引领者，
以近八成市场
份额成为服饰行业最大的线上平台。过去三年，
包括
Burberry、LVMH 集团、爱马仕集团等全球奢侈品
集 团 旗 下 品 牌 都 相 继 拥 抱 天 猫 ，包 括 Armani
Jeans 、Hugo boss、真力时、泰格豪雅、爱马仕「上
下」、Burberry、La Perla、Rimowa 等奢侈品、轻奢
品牌在内的海量优质时尚品牌均已入驻。
在美妆行业，截至 2017 年 2 月，已有来自全球
3000多家美妆品牌入驻天猫。
这也印证了业内人士所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品
牌，
一种只在天猫，
一种在来天猫的路上。
作为全球品牌转型升级的主阵地，
天猫正成为品
牌新品上市、
消费者运营的首选平台。
从430万的钻石锅、
172万的真力时手表、
上百万
的玛莎拉蒂在天猫首发，
皆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效果。
而天猫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打造的“试妆台”
、帮
助天猫用户提供可视化美妆资讯服务的“BA 在
线”
、帮助品牌打通线上线下粉丝的会员通服务等，
则正在重构整个美妆行业。
据悉，天猫 618 期间，为保证消费者买得放心，
天猫还联动各品牌在服务体验方面下足功夫。如兰
蔻将实现全国近 250 家门店、专柜联动，1400 名专
业美妆顾问为消费者提供新品体验服务。娇韵诗、
DHC、悦木之源、卡诗、膜法世家、佰草集等 28 个知
名彩妆、护肤品牌则将为消费者提供线下门店预约
体验，
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文/本报记者 王海晋

关于申报 2017 年度
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的公告
各区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管理中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社会保险代办机构、参保单位、存档缴
费人员：
为确保2017年度各项社会保险（医疗、
职工养老、机关事业养老、失业、工伤、生育）
收缴工作的正常进行，现就申报2017年度
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申报2017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
的期限为2017年6月5日至2017年7月25日。
二、用人单位以职工2016年度（自然年
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申报2017年度社会保
险缴费工资的依据，申报录入时，不做上下
限的限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申报职工上
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不得瞒报、漏报。
三、用人单位未按时申报社会保险缴费
工资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2017年7月起按照
单位上月缴费额的110%确定2017年度社
会保险缴费工资。
四、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
网上服务平台（www.bjrbj.gov.cn/csibiz）
或“北京市社会保险系统企业管理子系统”
（以下简称“企业版”
）软件申报社会保险缴
费工资。通过企业版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工
资的，需打印《北京市2017年社会保险缴费
工资申报汇总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及签

字后用人单位和社保经（代）办机构各留存
一份。
已参加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
需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5]28号）规定，通过“机关事
业养老保险单机版”申报2017年度机关事
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并打印《北京市
2017年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工资申
报汇总表》一式两份，加盖主管部门印章后
用人单位和社保经办机构各留存一份。
五、在市、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和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
身份存档，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以及在
各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缴纳社会保
险的个人，须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时限内
到社会保险代理机构办理申报2017年度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档次的手续。未按期办理
申报手续的，其2017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的档次依据本人上一年度的缴费基数档
次确定。
请各社保经（代）办机构切实做好社会
保险缴费工资核定及解释工作，遇有问题及
时反馈市中心。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7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