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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 容 摘 要摇 摇

2010 年是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一年, 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但各

经济体表现不均衡。 中国经济继续朝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金融业改革成

效显著, 整体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政府、 企业和

住户部门财务状况总体较好,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金融体系稳健运

行。 同时, 全球经济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

产生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市场持续震荡, 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 国内通货膨

胀压力明显加大, 金融体系潜在风险仍然存在, 维护金融稳定面临新的挑战。

宏观经济总体良好。 2010 年,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 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国内需求增长动力

强劲, 外部需求逐步改善。 财政收入增速较快, 用于民生和 “三农冶 的财政支

出大幅增加。 物价上涨较快, 通货膨胀预期增强。 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

房价涨势趋缓。 货币信贷逐步向常态回归,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当

前, 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 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

并存, 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下一阶段, 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 注重从社会融资总量的角度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加快构建逆周期

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

力。

银行业认真贯彻宏观调控政策, 继续优化信贷结构, 整体运行稳健。 金融

机构资产负债规模持续扩大, 资产质量不断提高, 拨备覆盖率高位提升, 资本

充足水平保持稳定, 中间业务收入绝对量大幅增加, 存贷比与上年基本持平,

流动性较为充足。 金融机构改革成效显著, 综合经营和金融创新取得新进展。

银行业信贷总量和结构日趋合理, 涉农贷款和小企业贷款占比有所提高。 稳健

性标准和监管水平进一步提升, 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能力显著增强。 但存款活

期化和贷款长期化趋势明显, 期限错配风险有所加大, 贷款集中度较高的问题

仍然存在, 风险管控仍需进一步加强。 下一阶段, 要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继续深化改革,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强化杠杆率监管, 完善资本补充和约束机



制, 着力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潜在风险, 全面提升银行业综合实力和整体抗风

险能力。

证券期货业健康发展, 证券经营机构稳健运营, 股票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融资功能显著增强。 股指期货顺利推出, 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启动, 新股发行体

制改革继续深化, 期货市场功能不断完善。 合规监管得到强化, 市场主体规范

发展, 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初见成效。 但随着新业务、 新产品的推出和发展,

应关注创业板高估值、 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相对单一及私募基金的潜在风险等问

题。 下一阶段, 要继续推进市场机制建设, 进一步加强监管, 强化投资者保

护,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创新, 促进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保险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资产规模继续扩大, 保费收入大幅增

长, 经营体系更加健全, 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 监管进一步加强, 基础性制度

建设取得新进展。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整体充足, 保险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 但

保险业资金运用收益率下降, 保险公司资本补充渠道仍较狭窄, 产品结构不均

衡有所加剧, 银保渠道有待继续改善。 下一阶段, 要抓住保险业快速发展机遇

期, 推动业务结构调整和产品创新, 加快建立巨灾保险体系, 建立多渠道资本

补充机制, 强化偿付能力监管, 提高资金运用水平, 防范投资风险, 规范市场

秩序, 更好地发挥经济补偿和社会风险管理功能。

金融市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了改善融资结构和完善资源配置的

基础性作用。 货币市场保持活跃, 市场利率明显上升。 债券市场规模进一步扩

大, 债券成交量大幅增加, 债券价格呈总体上行趋势。 票据市场快速增长, 外

汇市场波动较大, 黄金市场量价大幅攀升。 融资结构多元化发展, 政府融资市

场化程度提高。 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银行间实时收益率曲线正

式发布, 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发行管理得到加强, 信用缓释工具试点顺利

推出, 银行间贷款转让市场和黄金市场进一步规范。

政府、 企业、 住户财务状况表明, 政府债务水平总体良好, 财政赤字和国

债占 GDP 的比重较低。 企业部门生产经营状况持续好转, 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偿债能力稳步提升, 流动性状况有所改善。 住户部门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增长

较快, 负债占 GDP 的比重有所增加。 但政府部门隐性负债问题和部分企业面临



的融资压力值得关注,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仍需改善, 住户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的比重有待提高。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支付体系不断完善, 非现金支付工具创新发

展,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不断加强, 农村支付环境取得新进展; 金融业法

律法规不断建立健全, 金融运行的法律基础进一步强化; 新会计准则全面实

施, 会计标准国际趋同取得重要进展; 信用环境不断改善, 征信系统作用日益

显著, 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国家洗钱风险评估首次开

展, 反洗钱监管进一步加强, 国际合作推向深入。 下一阶段, 应进一步建立健

全支付结算制度, 完善金融法律体系, 加快会计标准建设, 优化社会信用环

境, 提高反洗钱力度和成效。

探索建立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和强化系统重

要性金融机构 (SIFIs) 监管等内容在危机后取得积极进展。 我国 “十二五冶

规划明确提出, 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需要处理好促进

金融体系稳定与影响金融体系效率、 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及货币政

策、 宏观审慎管理与会计标准之间的关系, 建立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机制, 降低

系统性金融机构风险, 加强金融统计和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建立健

全危机管理和系统性风险处置框架。 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对于熨

平经济周期性波动, 防范系统性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 提升金融支持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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