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三
大攻坚战之首。经过一段时间
的整治，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攻坚战成果如何？还面临哪
些挑战？治乱象过程中，如何
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实体经
济？针对这些问题，银保监会
有关负责人25日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金融乱象得到

有效遏制
“经过两年努力，各种金

融乱象得到有效遏制，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和非法金融活动得
到有效治理，影子银行活动得
到有效监管，金融风险总体上
得到有效控制，金融安全稳定
得到有效维护。”银保监会副
主席王兆星如此判断金融治乱
象的成果。

“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和
房地产金融的过热，通过加强
监管被套上了缰绳，由此打破
了国际上一些人对其可能会引
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言。”
他说。

乱象得到治理的背后是监
管的“长牙齿”。据王兆星介
绍，过去两年，监管部门对十
几万家银行保险机构进行了现
场检查，处罚违规银行保险机
构近6000家，处罚相关责任
人7000多人次，禁止一定期
限乃至终身进入银行保险业的
人员300多人次，取消一定期
限直至终身银行保险机构董事
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达454人
次。

防范金融风险

紧盯重要领域
王兆星表示，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进
展，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很
多风险隐患还没有完全消除，
前期化解金融风险的成果需要
巩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要
打好攻坚战，同时也要做好打
持久战的准备。

他表示，下一阶段，要紧
盯几个重要的风险领域，主要
包括加大力度处置银行机构的
不良资产，同时控制新的不良
贷款增长；防范中小银行保险
机构在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波
动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紧盯
进行监管套利、加通道、加杠
杆的影子银行活动，包括同业
投资、同业理财、委托贷款、
通道类信托贷款等业务；紧盯
房地产金融风险；与有关部门
配合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处
置、做好高负债国有企业的降
杠杆工作等。

“化解地方政府和企业债
务，现在的杠杆水平基本稳定

有所下降，但企业、地方政
府降杠杆的工作还要继续。
要按照审慎的风险管理控制
标准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和企业发放贷款，切实防
范相关风险。”王兆星说。

房地产金融方面，他表
示，继续对房地产开发贷
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实行
更加审慎的贷款标准。同时
要实施差异化的房地产信贷
政策，对解决住房困难和改
善住房条件且自身有财务支
付能力的，继续给予相应贷
款支持；对用来投资甚至用
来投机和炒卖的，要实行更
严格的贷款标准，有的可能
要提高首付比例，有的要调
整利率的风险定价，有的甚
至不能给予贷款支持。

确保金融资源

进入实体经济
加强监管、治理金融乱

象过程中，如何积极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
持是监管面临的重要任务。

“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
整、支持经济健康高质量发
展是我们的最高使命。我们
积极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
对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的支
持，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绿
色金融，同时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个别民营企业遇到的困
难。”王兆星说。

据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
介绍，2018年末，银行业
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3 .5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达到9 . 4万亿
元，同比增长21 . 8%。贷款
利率方面，去年第四季度银
行业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比一季度下降
0 .8个百分点。

针对今年1月份新增贷
款中，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
相对较多的情况，王兆星表
示，根据调查，新增票据融
资大多都有商品交易、真实
贸易背景，是企业正常的资
金循环周转需要。

“但不排除因为利差的
原因，有个别企业、个别银
行搞一些同业票据买卖交
易。目前我们正在对1月份
新增贷款特别是票据融资的
流向、用途进行摸排调查，
如果发现完全是套利行为，
一定会进行非常严格的问责
处罚，同时要建立更加有效
的风险防控机制来确保金融
资源完全进入到实体经
济。”王兆星说。

据新华社

竞彩周二强档：

狼队凶猛势不可挡

突发灵感 临时加号

佛山80后彩民中双色球头奖

2 月 17 日晚，双色球第 2019018 期开
奖，当期全国开出一等奖 8 注，广东 2
注，其中 1 注由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四路 7
号商铺第 44130764 号投注站中出，单注奖
金 7473244 元。经检索，佛山市中得的双
色球第 2019018 期一等奖的中奖彩票是一
张 1 倍“ 8+3 ”自选复式票。元宵节当
天，一对夫妻已现身福彩中心兑走大奖。

2 月 19 日上午，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兑奖处来了一对夫妻，只见男的神情淡
定地拿出一张彩票递给工作人员。经验票，
他就是佛山市中得双色球第 2019018 期大
奖彩民，以一张“ 8+3 ”的自选复式票，
中得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2 注、三等奖 12
注、四等奖 39 注、五等奖 30 注，总奖金
765 万多元。彩民李先生是佛山本地人，是
一名 80 后，延续了去年佛山 80 后彩民中
得双色球大奖的传奇。

李先生工作之余爱好踢球，平时也会与
球友一起购买竞猜足球，但他自己最喜欢的
还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可能是双色球
的含金量吸引着我”，李先生开心地说。李
先生购买双色球 10 多年了，中意小复式投
注， 6 年前也曾中过双色球三等奖 2 注，
他一直坚信双色球还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所

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这次，这组中奖号码只购买了半年，

号码是通过家人的生日号码组合成‘7+3’
小复式，当晚我去福彩投注站购买时，正好
遇到自己朋友，而这位朋友与‘18’数字有
关，当期双色球也正好是2019年第18期，因
此我就突发灵感，临时把原来的‘7+3’小
复式，增加了一个红球‘18’，组成了‘8+
3’，也就是这无意的一个想法，让我获得
大奖，这位朋友也许是我命中的福星，有机
会我还真的要好好谢谢他。”李先生感动地
说。

据《信息时报》

周二 001 哈德斯菲尔德 VS 狼队
比赛时间： 2019-02-27 03:45

副班长哈德斯菲尔德上周末做客 0 比 2
不敌纽卡斯尔联，联赛中已经遭遇 5 连
败，过去 14 轮输了 13 场的他们距离下赛
季英冠已经越来越近，新帅施瓦特上任后也
还一胜难求；上周末早早就吃到红牌的后卫
汤姆·史密斯开始停赛 3 场，当时因伤缺席
的后卫杜尔姆和前锋迪亚卡比都有机会复
出，休养多时的中场撒比里和后卫丹尼·威
廉姆斯已经康复，但能否出场还要看状态恢
复；前锋姆本扎还将继续养伤。狼队上周末
联赛做客 1 比 1 战平伯恩茅斯，联赛和足总
杯连续 8 场不败，客场也已经连续 4 场不
败，过去 8 个客场只输给过曼城；先丢一
球的他们在尾声阶段由前锋劳尔·希门尼斯
点球扳平，而随后他们还逃过了对手的一次
点球机会；球队目前人员非常齐整。

周二 002 莱切斯特城 VS 布赖顿
比赛时间： 2019-02-27 03:45

莱切斯特城上周五晚上主场 1 比 4 惨
败给水晶宫，遭遇联赛三连败，过去 7 场
比赛输了 6 场；先丢一球的他们一度由中
卫埃文斯扳平比分，但最后 20 分钟连丢 3
球招致大败，随后本周日俱乐部也宣布解雇
主帅普埃尔，他的助教博内瓦伊也同时下
岗，一队教练斯托维尔和萨德尔暂时掌管球
队；后腰恩迪迪上周末已经伤愈并回到首
发，主力左后卫奇尔维尔当时因伤缺席，他
的伤势不算严重，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复出的

话，老将富克斯将继续首发；边锋奥尔布赖
顿和长期伤兵阿马泰依旧缺席。由于对手切
尔西参加联赛杯决赛，布赖顿上周末的联赛
延期进行，此前他们已经连续6轮联赛不胜；
前锋安多内继续停赛，而当下队内伤员不
少，虽然多是轻伤，但是否能出场都得赛前
方可得知。

周二003 女王公园巡游者VS利兹联
比赛时间：2019-02-27 03:45

女王公园巡游者上轮客场0比2完败给米
德尔斯堡，遭遇联赛7连败连续9轮不胜。原
先有小伤在身的后卫格兰特·霍尔在上周末已
伤愈复出，不过中场弗里曼伤情存疑；后卫
朗格尔和中场卡梅隆两名老伤兵继续倦勤。
利兹联上轮主场2比1险胜博尔顿，伤愈复出
的班福德和阿里奥斯基各进一球；后卫道格
拉斯、中场福肖和前锋鲁费都因伤缺阵。两
队本赛季已在联赛和足总杯打了两场比赛，
各自在主场都击败了对手。

钥匙

金融乱象有效遏制
下一步紧盯重要风险领域
———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谈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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