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銀行保險監
督管理委員會

銀監會

保監會
撤

組建

1984
年

•中國人民銀行真正開始
行使中央銀行職能

1986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
管理暫行條例》頒布後，
從法律上明確人行作為中
央銀行和金融監管當局的
職責。人行開始行使中央
銀行職能，並肩負起對包
括銀行、證券、保險、信
託在內的整個中國金融業
的監管職責

1992
年

•中國金融監管逐漸從混
業走向分業，證監會、銀
監會、保監會相繼成立，
央行金融監管職能不斷剝
離出去，1992年，國務院
證券委員會和證監會相繼
成立

1995
年

•人行對證券公司監管交
由證監會來行使，人行不
再負責證券監管

1998
年

•中國保險業的監管權由
人行移交到新成立的中國
保監會

2003
年

•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
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
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分離出
來，並和中央金融工委的
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成立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
會

2018
年

•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
機構改革方案，將銀監
會和保監會職責整合，
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
管理委員會，作為國務
院直屬事業單位

資料來源：
界面新聞、新華社

中國金融監管變化

郭樹清履新銀保監首任主席
專家：強化整頓金融市場 引導回歸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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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記者李理、中通社、澎湃新聞報道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大會於21日下午召開。中
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在會上宣布，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
席郭樹清擔任中國銀保監首任主席，作為中國金融監管機構改革成
果之一的中國銀保監會正式運作。會議同時宣布，將成立5個工作
組，研究機構調整和 「三定」 （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方案。
市場分析指出，強化金融監管、整頓金融市場秩序，引導金融回歸
實體經濟將是擺在郭樹清面前的最重要三大任務。

改革新征程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北京
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委員金
李21日在光華 「兩會後2018年中國經濟展望
」論壇上表示，正在進行的金融機構改革，
主要目的在於要防控金融風險，助力打好三
大攻堅戰。

新組建的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將主要圍繞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金
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金融穩定等展開。
金李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
要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在此背景下，此次
金融機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防範風險，助

力打好三大攻堅戰，保持資本市場和經濟發
展的可持續。不過，銀監保監合併這樣的機
構改革，並不意味着金融創新要減速。恰恰
相反，為了穩定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進一
步降低系統性風險，恰恰需要更多的金融創
新。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顏色21日
表示，今年中國經濟實際的增長率預測會在
6.6%，稍稍高於6.5%的增長目標，這也是中
國政府理想的一個增長水平。而經濟增長放
緩的主要原因，料主要是由於樓市的投資會
放緩。

市場對於郭樹清出任新
成立的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
管理委員會（下稱，銀保監
）」首任主席早有預期，並

相信這位 「學者型官員」將為銀行和保險業
監管改革帶來清風。

與日前履新中國央行第12任行長的易綱
一樣，郭樹清同樣是 「學者型官員」。公開
報道顯示，1984年至今，郭樹清共發表研究
論文、文章300餘篇，1994年更憑藉《企業
與銀行關係的重建》及《我國基礎工業和基
礎設施的資金籌措》兩篇論文，兩獲中國經
濟界最高獎 「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需指出的是，郭樹清還有豐富的金融監
管工作經驗，除擔任過貴州省副省長、山東
省省長外，其大多數工作經歷都與金融業密
切相關，包括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管局局長
、中央匯金公司董事長、中國建設銀行董事
長、證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等。

2011年末出任證監會主席後，郭樹清被
外界喻為 「郭旋風」。有統計稱，截至2013
年3月卸任證監會主席時，郭樹清提出各項
制度調整政策達70項，相當於每周就推出一
項新政。

去年2月出任銀監會主席後，郭樹清又
在銀行業監管崗位上幹得有聲有色，其任上

出台的 「三三四十（三違反、三套利、四不
當、十亂象）」系列監管政策，劍指銀行同
業理財、表外業務等行業亂象，通過對症下
藥，護航金融市場穩健運行。公開資料顯示
，去年以來 「三三四十」檢查，共發現問題
約6萬個，涉及金額17.65萬億元人民幣。

今年全國兩會上，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
決定，並批准該方案。上述方案，對 「一行
三會」監管架構進行改革，整合銀監會、保
監會職責，組建 「銀保監」作為國務院直屬
事業單位，不再保留銀監會、保監會。

得益於 「郭旋風」鮮明的改革印記，市
場對郭樹清再次履新重要監管崗位充滿期待
。防風險需要所有市場主體共同努力，但其
根子仍在監管。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發展，
中國金融混業經營態勢愈發明顯，銀行、保
險等各類金融機構間的業務界限逐漸模糊。
市場預期，未來中國銀行和保險業的監管協
調性將不斷加強，這有助於防範行業 「監管
套利」及 「監管空白」。

誠如，郭樹清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所言，
對各種違法違規金融活動要堅決制止，在此
過程中，要注意做好對實體經濟的服務，不
要因為整治市場亂象，就影響到對實體經濟
的服務。 （記者 倪巍晨）

郭旋風印記鮮明 樹監管改革清風
財經
觀察

【大公報訊】據騰訊網報道：2017年2
月底，61歲的郭樹清登上濟南西站前往北京
南站的高鐵列車，重回金融監管系統，出
任中國銀監會主席。銀監會位於北京金融
大街甲15號，距郭樹清此前曾擔任主席的中
國證監會只有388米。這388米，郭樹清走了
足足5年半時間。

從擔任證監會主席僅18個月便給人留下
雷厲風行 「改革猛將」的形象，到4年多儒
雅典範 「學者型官員」的山東省省長，重
回金融監管系統的郭樹清更加成熟幹練。
伴隨郭樹清回歸，被稱為 「三三四」監管
利劍高懸銀行業頭上，他對金融亂象 「下
猛藥」不手軟，準確抓住同業、理財、表

外（指商業銀行從事的不列入資產負債表
，但能影響銀行當期損益的經營活動）三
大 「牛鼻子」，對症下藥，確保金融市場
穩健運行，將對實體經濟影響降到最小。

「去年，銀監會對銀行業市場進行了
整治，重點是治亂象、補短板。治亂象方
面聚焦在同業、理財、表外，整體效果很
好。」郭樹清9日在兩會部長通道上稱。
2018年首月，銀監會幾乎一周處罰一件大案
，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違規發放貸款案、郵
儲銀行甘肅武威文昌路支行違規票據案，
合計開出7.95億元人民幣罰單。銀監會以行
動證明， 「監管標準會越來越高，監管會
越來越嚴」不是空話。

改革猛將 下猛藥不手軟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
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官
方網站21日顯示，劉結一（圓圖）任該辦主
任。

在網頁更新的主任致辭中，劉
結一表示，竭誠歡迎大家關心、
支持對台工作和祖國統一大業。
他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
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
，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國
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神聖歷史使命。

劉結一強調，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堅持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體現
這一原則的 「九二共識」，堅決反對 「台獨
」分裂；秉持 「兩岸一家親」理念，擴大兩

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
，促進心靈契合；團結包括廣大台灣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華兒女，順應歷史潮流，共擔民

族大義，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共創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資料顯示，劉結一，男，漢族
，1957年12月出生，北京市人，研

究生學歷，1977年參加工作；1981年
6月至1987年3月任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

譯員，爾後長期在中國外交系統工作；2007
年12月至2009年5月任外交部部長助理，隨
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國紅十
字會副會長；2013年8月後任中國常駐聯合
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在任中台辦、國台
辦主任前已是該辦副主任（正部長級）。

劉結一升任國台辦主任

經濟觀察報等內地媒體21日報道，中央
組織部有關負責人宣布，原銀監會第一副主
席王兆星出任中國銀保監排名第一的副主席
；原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持工作的副
主席陳文輝出任中國銀保監排名第二的副主
席。原銀監會和保監會的7個副主席均在合
併後的機構擔任副主席。會議同時宣布，將
成立5個工作組，研究機構調整和 「三定」
（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方案。另據財
新網報道，會上還宣布原銀監會紀檢組組長
李欣然擔任首任中國銀保監會紀檢組組長的
任命。

推動山東金改 護航建行上市
郭樹清於1956年出生於內蒙古，1978年

3月考進南開大學哲學系讀書，畢業後考進
中國社科院馬列所讀研究生。雖然所學並非
經濟專業，但是郭樹清勤奮思考中國的經濟
體制改革。2010年11月，吳敬璉、周小川、
郭樹清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 「整體改革理
論」獲得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1
年，郭樹清正式踏入金融領域，先後擔任中
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郭樹清從政履歷豐富，曾在貴州主導 「
房改」，他2013年6月出任山東省省長，任
上出台 「山東金融改革22條」，拉開山東金
改大幕。在郭樹清 「每個市都要配一個懂金
融的副市長」、 「從中央金融機構抽調30名
幹部到山東掛職」推動下，多位來自一行三
會的中層幹部選調山東，配合郭樹清山東金
改措施。

於2011年10月調任證監會主席的郭樹清
，上任伊始對資本市場連燒 「三把火」─
接連推出完善上市公司分紅政策、創業板的
退市制度及打擊內幕交易三大措施。2005年
3月，郭樹清臨危受命，擔任建設銀行董事
長、黨委書記，他在建行董事長任上完成資
本市場首次公開募股發行，並領導建行開展
公司治理改革，首先引入國有銀行領導人問
責制，還多次扮演 「神秘人」，親自體驗建
行服務流程。去年初，郭樹清從山東回京，
出任改革前的中銀監會主席。

在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層面，郭樹清在
今年全國兩會 「部長通道」做總結，稱去年
對銀行業市場進行整治，重點是治亂象，補
短板，聚焦在同業、理財、表外業務上，效

果總體很好。同業資產和負債都大幅度下降
，理財增長也很緩慢，到1月份同期增長1%
，表外業務收縮，野蠻生長的產品開始停止
，最近來看，包括信託貸款、委託貸款都在
減少，銀行資金脫實向虛的趨勢基本得到遏
制。

加強整治互聯網金融
對於下一階段整治目標，郭樹清表示，

將繼續聚焦在影子銀行上，包括同業、理財
、表外、交叉金融風險， 「同時我們也特別
注意到，信託也是薄弱環節，互聯網金融也
是薄弱環節，要加強整治。」

值得關注的是，身為中國銀保監會第一
任主席，郭樹清除要守住銀行業風險大門外
，還要收拾原保監會主席項俊波違紀後保險
業監管亂象。

分析指出，除保險業總資產規模上升，
郭樹清接手後不得不面臨的還有中小險企由
於 「超發」理財型保險產品而帶來的償付壓
力。同時，《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3月
初剛剛發布，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如股權結
構複雜、實際控制人凌駕於公司治理之上；
資本不實，挪用保險資金自我注資、循環使
用、虛增資本等。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
員董希淼分析說，金融業綜合經營、混業經
營的趨勢越發明顯，需加強綜合監管，這是
邁出的第一步。金融監管規制和執行分離，
金融發展和監管的職責分離，未來能讓中國
銀保監會更加專注於監管，適應金融業混業
經營的趨勢，更好地防範風險。

▲2015年時任山東省省長的郭樹清來到
位於濟南市商河縣一牧場調研 網絡圖片

防控化解風險 保護消費者權益

2018年3月21日
•郭樹清出任新成
立的中國銀保監首
任主席

2011年10月
•55歲的郭樹清出任中國證
監會主席，他履職證監會主
席506天內，證監會密集發
布各項制度調整政策達70項
，相當於 「七天一新政」 ，
郭樹清得名 「郭旋風」

2013年3月
•郭樹清調任山東省委副書
記、代理省長，3個月後擔
任山東省長，此期間不改 「
金融人」 本色，上任後進行
大刀闊斧改革

2017年
•郭樹清重歸金融界出
任銀監會第三任主席，
在其治下銀監系統罰單
出現新特色：大金額、
高頻次、常態化

2005年
•郭樹清出任建行董事長首
年，他主導了建行股改上市
，創造當時全球IPO最大規
模紀錄

1988年
•郭樹清與吳敬璉、樓繼偉
等因1988年完成《中國經濟
體制改革整體設計》被稱為
「整體改革論者」 ，自此仕
途生涯烙上 「改革者」 烙印

2001年
•郭樹清相
繼出任央行
副行長、外
匯局局長。

郭旋風改革烙印

▲3月9日，時任中國銀行業監督
管理委員會主席的郭樹清在十三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 「部長通
道」 接受媒體採訪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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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清簡歷
男男，，漢族漢族，，19561956年年88月生月生，，內蒙古察右內蒙古察右
後旗人後旗人，，研究生學歷研究生學歷，，畢業於中國社畢業於中國社
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列系科學社會主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列系科學社會主
義專業義專業，，法學博士學位法學博士學位。。19841984年年44月加月加
入中共入中共

20012001年年33月月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國
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20052005年年33月月 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

20112011年年1010月月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席主席

20132013年年33月月 山東省副省山東省副省長長、、代代理省長理省長

20132013年年66月月 山東省省長山東省省長

20172017年年22月月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
會主席會主席

20172017年年33月月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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