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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
新華社貴陽二十八
日消息：貴州省十
一屆人大常委會第
三十二次會議28日
決定，接受趙克志
辭去貴州省省長職
務的請求；任命陳
敏爾為貴州省副省
長、代理省長。

陳敏爾，男，
漢族，1960年9月
出生，浙江諸暨人
，1981年8月參加
工作，1982年9月

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學歷。
2007年6月至2012年1月，任浙江省委常委

、副省長（分管常務工作）；2012年1月起，
任貴州省委副書記。陳敏爾是十七屆中央候補
委員，十屆省委委員。

【本報訊】據
中新社北京二十八
日消息：十一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三
十次會議28日表決
通過，免去孟建柱
兼任的公安部部長
職務，任命郭聲琨
為公安部部長。

郭 聲 琨 ， 男
， 1954 年 生 ， 江
西 興 國 人 ， 1974
年12月加入中國
共產黨，1973年8
月參加工作，北

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
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管理學博士，教
授級高級工程師。

2004年赴廣西任職，期間任自治區黨委副
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自治區黨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

2012年12月後，郭聲琨任公安部黨委書記
，是中共第十六、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
屆中央委員。

前海跨境人民幣貸
款業務啟動，受到業界
人士高度關注。中山大
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副主任林江今日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前海啟
動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有助於進一步加強深港合作
，有效增加境外人民幣的高效運用，從長遠角度來看
，有利於推動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及利率市場化改革。
但他同時表示，對於此項業務的具體開展落實，其監
管實施和跨境擔保問題值得仔細研究。

林江說，在貸款利率由借貸雙方自主確定的情況
下，利率主要由市場供需決定。一般而言，香港人民
幣借貸利率比內地會略低，這也是中央鼓勵企業走進
前海、發展前海的優惠政策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不
乏可能會有機構試圖通過某些途徑進行套利，賺取兩
地借貸利差。因此，對於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的開展

和實施，需要建立健全合理的監管制度。
負責前海開發的前海管理局經營發展部部長王錦

俠表示，在前海跨境貸款業務的落實上會設立如申請
資格、借貸額度等條件，以確保從香港借來的資金在
監管下合理使用。林江還認為，從長期來看，香港和
內地的人民幣借貸利率將會逐漸趨同，並最終達到利
率均衡。

林江稱，在貸款擔保方面，擔保人的資質審核、
擔保品認定等問題同樣值得注意：如香港法律是否認
可內地廠房、土地等擔保品，出現糾紛時是否可以追
溯到內地擔保人進行代償。深圳大學經濟學院當代金
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也表示，考慮到兩地匯率和異地
貸款的擔保問題，落實深港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難度
較大，需要設立統一的擔保公司，由香港和深圳兩地
的公司共同參股成立合資擔保機構。

【本報深圳二十八日電】

【本報訊】對於《
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管
理暫行辦法》正式出台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馮

婉眉表示，業界一直希望前海地區可以開展跨境人民幣貸
款業務，進一步促進人民幣資金在內地與香港間跨境使用
和循環，帶動人民幣貸款業務發展。

身兼豐香港區總裁的馮婉眉認為，新措施促進粵港合
作，持續支持人民幣國際化是香港金融業未來發展的兩大方
向，人民幣業務得到前海發展的配合，更有助深化香港作為
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指出，有關計劃可支持
前海作為金融中心的試點，本港的銀行在前海可自行制定貸
款的年期及利率，不受內地相關條例限制。她表示，計劃可
增加資金出路，提升人民幣在岸及離岸的流動性。她強調，
本港人民幣資金池發展不應停滯不前，該計劃為雙向的資金
流動安排，讓本港人民幣儲備會通過借貸流向內地，內地企
業獲貸後可在港發展業務，從而增加本港離岸人民幣業務。

跨境兌換與擔保需監管
本報實習記者 汪雋逸

專家之見

任貴州代省長

任公安部部長

助港人幣資金池發展
本港回應

【本報訊】據財經網消息：
在李克強走訪農民工家庭時，坐
在他身邊的兩歲女孩蘭蘭淡定地
玩子，對陌生伯伯送的玩具

興趣不大。玩玩差點還摔到沙發底下，李克強趕緊去
扶了一把。 「在總理面前還這麼淡定，我們家孩子要也這
樣就好了。」旁邊看熱鬧的人笑說。

生女當若淡定妹

據財經網消息，由李克強主持的區域合作座談會，
於28日上午9時在九江市召開。據了解，除江西外，參會
的還有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和部分市的
負責人。

主持區域合作座談會
李克強表示，中國最大的差距是城鄉差距和區域差

距。現在人均GDP是5400多美元，分地區看，東部有的
八九千甚至上萬人民幣，中西部有的省只有兩三千。農
村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比城市低。這種差距是問題
，也是擴大內需的巨大潛力，實現全面小康的動力。

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向李克強建議，加快疏浚長江
水道，充分發揮其航運功能。

座談會上，江西省委書記蘇榮向李克強建議，開放
低空空域，大力發展通用航空。

湖南省省長徐守盛向李克強建議，統籌布局重大產
業項目和跨區域基礎設施項目。依託長江黃金水道，支
持長江中游城市群加快發展。

另有部分民營企業反映融資難、市場准入難、享受
扶持政策難、負擔重。李克強說，你們有甜水有苦水，
我這次主要聽你們倒的苦水。民營企業是不可替代力量
。政府要為各類所有制企業、為所有人創業創造公平市

場機會和公正競爭環境。

聽取農民工提三建議
27日下午5時半，李克強一行在細雨中來到江西九江

經濟技術開發區職工宿舍樓，看望住在這裡的農民工和
家屬，並與農民工進行座談。

在與農民工的座談中，有一位農民工大聲問總理：
「房價不會再漲了吧？我一個月收入2000多，供房子要

1000多。」李克強說，建保障房有利於抑制過快上漲，
防止抬高城鎮化門檻，這樣農民變市民才有希望。

另一位工人說，最大困難是家人看病貴。李克強問
，沒參加新農合嗎？工人說，參加了但報銷時間太長。
坐在旁邊的省長說， 「馬上督辦。」李克強說，這種情
況可能不止一個，應系統解決。農民墊付時間長，有時
扛不過去去。江西醫改走在前面，新問題要新辦法解決
。

最後，一位工人說，她想創業，可周圍創業的人常
被騙，有的去幹傳銷。自己賺了一點錢，但借不到錢，
離創業還遠。李克強說： 「借不到錢就談不上創業。我
們不僅要支持就業，還要幫助有能力的人創業。創業會
有失敗，但要允許失敗，要保護年輕人的創業精神。」

座談會接近尾聲時說， 「你們提了三條政策建議：
一是國家要有創業扶持政策，二是房價不要再漲，三是
新農合報銷要快一點。謝謝你們！」這些來自農民工們
的建言很平實、很中肯、也很有針對性，副總理回答得
實實在在，體貼入微，這樣的調研讓普通老百姓能夠和
最高領導層直接溝通、對話，這樣的政治互動在今日中
國更顯得迫切。

昨日轉往湖北恩施調研
據央視微博最新消息：李克強28日下午5時結束江西

九江調研飛往湖北恩施，因山區天氣突變，飛機轉降到
近3百公里外的當陽，李克強一下飛機未吃晚飯就改乘汽
車換乘火車連夜冒雨趕往恩施自治州，現正在途中。

27日晚至28日，內地媒體財經
網通過微博獨家直播李克強江西調
研。分析人士指，這種由非官方的
市場化媒體、採用微博形式直播領
導人行程，在內地尚屬首次。同時
，這一新聞是李克強在中共十八大
後首次離京視察，更顯意義重大。

財經網在27日晚22點46分播發
了第一條微博：今天下午5點半，
李克強一行乘兩輛中巴，在細雨中
來到江西九江經濟技術開發區職工
宿舍樓，看望住在這裡的農民工和
家屬。

此後，財經網連續播發多條有
關李克強在江西調研的微博，內容
包括農民工住房、醫保與創業問題
等。

《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
表示，在考察過程中即時報道，
而非等考察結束後由官媒發 「通
稿」，是一次不錯的嘗試。希望
領導人今後的考察，任何媒體都
能自主報道。

過去中國領導人行程為了保
密或安全，而頗具神秘性。領導
人活動往往不即時報道，甚至有
一周或一個月後才發出新聞。

此次作為市場化媒體首播領導
人行程，這在內地新聞報道可謂開
創先河。而通過微博來首播領導人
新聞，則更為罕見，因為微博在內
地常被認為是對政府批評意見多且

激烈的網絡平台。
事實上，在十八大後，無論是內地官媒還

是此次市場化媒體微博的表現，都凸顯出新的
領導層對媒體報道有更加開放的心態。

在財經網微博首播李克強行程之前，新華
社播發了7位新常委的特稿，其中罕見報道了
領導人的家庭，這都是過去內地新聞報道中的
「禁區」。此前，中新社有關李克強的多篇現

場動態特寫，也引起輿論熱議。
多次領導人相關報道上的突破，顯示這一

新風氣非個人意識，而是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
已對此達成共識，未來或出現越來越多的類似
報道。

分析人士指出，領導人行程與個人信息去
神秘化的背後，是中共政治活動更加公開透明
的體現。未來如能在「公開化」方面繼續開拓，
或成為十八大後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新嘗試。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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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聲琨

【本報記者毛麗娟、實習記者汪雋逸深圳二十八日
電】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27日批覆同意中國人民銀行深
圳市中心支行發布實施《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管理暫行
辦法》，提出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利率由借貸雙方自主
確定，記者就此採訪的多位專業人士表示，該辦法為前
海跨境貸款打開了低息閘門，在推動優秀服務類企業積
聚前海的同時，更將促使銀行業加快改革步伐、大力發
展中間業務、提升綜合金融服務業水平。

短期衝擊內地銀行放貸
按照該暫行辦法的有關規定，與深圳銀行業發展密

切相關的要點集中在兩大方面，其一是在前海註冊成立
並在前海實際經營或投資的企業從香港經營人民幣業務
的銀行借入人民幣資金後，要通過深圳市的銀行業金融
機構辦理資金結算；其二是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利率由
借貸雙方自主確定。

主管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的中國銀行深圳分行
副行長王炯分析，短期而言，前海企業向香港經營人民
幣業務的銀行借貸人民幣的利息可能低於向內地銀行借
貸，但中長期而言，既然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利率由借
貸雙方自主確定，借貸雙方就會去確立一個比較的標準
以使得協商一致，貸方不會一味地降低人民幣貸款利率
，因要考慮銀行自身取得人民幣存款的成本，所以一定
有個理性定價的過程。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也認為，
由於前海地區發展尚處初級階段，短期涉及跨境人民幣
貸款規模有限，上述業務的開展短期雖對內地銀行貸款
業務會產生一定影響，但總體不會產生太大衝擊，長期
而言，有助打破內地銀行放貸一家獨大的局面，提高競
爭意識。

招商銀行高級經濟師連建輝博士認為，《前海跨境
人民幣貸款管理暫行辦法》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金融政策
試點，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改革風險打開

了突破口；其次，由於前海作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的示範帶動作用，越來越多的銀行渴望尋求為前海入駐
企業服務的機會；第三，利率市場化是近年來中國金融
改革實踐的重要內容，但由於步子邁得相當謹慎，內地
銀行機構缺少操作經驗，此番通過《前海跨境人民幣貸
款管理暫行辦法》與香港銀行機構合作，因香港早就推
行利率市場化，故可向人民幣貸款的供給主體──經驗
豐富的香港銀行機構吸取國際經驗。

中長期利內地銀行改革
長期以來，內地銀行盈利過度依靠利差，銀行主動

求變的能動性弱、銀行創新能力明顯不足， 「十二五」
規劃明確提出，至2015年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將有明顯
進展，近一兩年來，利率市場化的穩步推行，倒逼銀行
改變以利差作為 「搖錢樹」的盈利模式。

連建輝分析，《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管理暫行辦法
》對內地金融機構是機遇大於挑戰。其一，跨境人民幣
業務的推進意味這塊業務量會越來越大，作為結算行
的內地銀行經手的結算資金體量也會隨之增大；其次，
對推進境內金融機構學習風險定價方式、提高風險定價
水平大有裨益；此外，結算資金經過內地銀行結算時，
銀行可抓住機會，為前海企業提供更多綜合金融服務，
在諮詢、理財、資產管理、信託等多個業務上拓展機會
，壯大中間業務佔比，從傳統融資中介向全能型金融服
務中介轉變，改變利差收入佔比偏高局面，加快形成多
元化的盈利模式。

招商銀行公司銀行部總經理張健也認為，此業務的
推廣將倒逼內地銀行提高清算、服務能力，為現今銀行
改革帶來動力。

他同時認為，目前雖然只允許在前海自主確定跨境
人民幣貸款利率，但未來前海逐步開放的方向一定是放
開存款利率，這將動搖 「高息差」的根本，推動內地商
業銀行的改革、創新。

前海跨境貸款低息搶閘
推動內地商業銀行改革創新

花絮

陳敏爾

◀前海跨境人
民幣貸款打開
閘門，深圳多
家銀行負責人
表示此舉倒逼
銀行加快改革
步伐

本報記者
毛麗娟攝

◀李克強於
27日臨近傍
晚時分現身
江西九江農
民工宿舍

網絡圖片

▶27日，李
克強一行看
望江西九江
農民工宿舍
的農民工和
家屬

網絡圖片

【本報訊】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於12月27日臨近傍晚時分現身江西九江
農民工宿舍。28日，李克強又在九江主持召開區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談到中國最大的差距
是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踐行輕車簡從，李克強江西行未在官媒披露。

▲郭聲琨任公安部部長

▲陳敏爾任貴州代省長

▲李克強27日輕車簡從赴江西九江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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