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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批「加密貨幣」創新須服務實體經濟
有主導交易者為掙快錢 變數字資產脫離支付業

「有一些加密貨幣慢慢脫離了

支付業，純粹變為一種數字資

產。」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中國

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表示，如果參

與的這些主導者着急掙快錢，就很

容易想通過交易來回收自己的投

資，「那就把它搞成了數字資產、

加密資產」。他直言，一些加密貨

幣想再回到支付領域，已經失去了

機會，「可能已經不太合適，也不

被大家所接受」。他強調，在加密

貨幣創新領域，更注重它究竟如何

服務實體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巍晨上海報道

●責任編輯：荊才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近日採取
簿記建檔方式，發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題境
外人民幣債券 25 億元。這是國開行香港分行首次
發行境外人民幣債券，也是 2021 年境外市場發行
的首單中資準主權人民幣債券。募集資金主要用於
國開行香港分行融資支持的粵港澳大灣區及周邊地
區基礎設施建設，並支持香港境外人民幣中心建
設。
本期債券期限3年，吸引中國香港、新加坡、中

國台灣、歐洲、非洲等地區投資者踴躍下單，認購
倍數1.76倍，發行利率為2.65%。本次發行國開行
香港分行首次通過債券通有限公司的 ePrime 新債
易系統進行簿記建檔，債券託管於香港金管局債務
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並計劃在香港和澳門交易所上
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倪巍晨上海
報道) 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
煉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言並指出，人
民幣國際化正處在初級階段，要從
「初級版」演進至「升級版」，取
決於中國金融市場更大範圍和更深
層次的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
換的基本實現，以及中國與世界更
緊密的融合。她又指出，不能把人
民幣國際化當成國際對抗的武器；
而且人民幣國際化不應是投機交易
主導的短期爆發過程，也不能由離
岸市場、周邊市場的金融炒作所阻
擋。

人幣國際化非國際對抗武器
「人民幣國際化的根基在國

內。」在胡曉煉看來，人民幣國際
化是一個自然而長期的過程，是中
國經濟深度參與全球分工、國際貿
易投資互惠互利深化發展的過程。
她說，人民幣國際化要服務巨大國
內市場對進口的需求，要走得出
去。內地宏觀政策穩定可信，境外
接受人民幣也能夠拿得住，而內地
資本市場的發展潛力等，也為人民
幣投資提供了廣闊空間，「這些都
是現階段人民幣國際化依託的實體
經濟基礎」。
胡曉煉又提醒，在人民幣國際化
初級階段，不應將人民幣匯率作為
人民幣國際化的「晴雨表」，不能

把人民幣當成國際避
險貨幣，以不能將數
字人民幣當成人民幣
國際化的捷徑，更不
能將人民幣國際化當
成國際對抗的武器。
她建議，按國家「十
四五」規劃要求，穩
慎推進人民幣國際
化，堅持市場驅動和
企業自主選擇，營造
以「人民幣自由使
用」為基礎的新型互
利合作關係的要求，
緊緊圍繞實體經濟，
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人民幣國際化從初級版演進至升
級版，取決於中國金融市場更大範
圍更深層次的開放、人民幣資本項
目可兌換的基本實現，以及中國與
世界更緊密的融合。」

本世紀中有望成國際貨幣
同一場合，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黨
委書記霍穎勵指出人民幣國際化初
級階段的特徵：首先，全部跨境使
用當中40%以上使用的是人民幣，
但國際使用中佔比只有2%；其次，
跨境使用中用於金融市場交易佔比
基本在70%以上，但真正服務實體
經濟、來自於進出口貿易的比重在
15%左右；再次，港澳地區與周邊

國家人民幣使用較多，但其他國家
和地區用得較少；第四，在對外循
環和與中國經濟相關的活動中使用
人民幣較多，但兩條腿完全在外面
進行的經濟活動，特別是第三方國
家使用人民幣幾乎沒有；最後，很
多機構、很多國家願意使用人民
幣，但實際使用比較少。
展望未來，胡曉煉相信，到本世
紀中葉，中國有望形成全球最大、
最開放、功能最齊全的金融市場，
建成最具包容性和凝聚廣泛國際共
識、促進全球互利合作的規則制度
體系，人民幣有望在全球受到廣泛
歡迎、可自由使用，成為具有服務
全球貿易投資強大功能的、可信賴
的國際貨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端午小長假將至，A
股投資者情緒偏於保守，滬深主
板收市小跌，截至收市，滬綜指
報3,589點，跌21點或0.58%；深
成指報 14,801 點，跌 92 點或
0.62%；創業板指報3,298點，漲
12點或0.4%。兩市共成交11,211
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全天淨賣出30億元，此前連續
3 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跌
0.06%；深成指亦跌0.47%，唯有
創業板累升1.72%。
繼周四飆8%後，鴻蒙概念昨續

升3%，潤和軟件、思特奇、科藍
軟件、傳智教育、國華網安漲
停。盤後消息稱，6月7日至11
日，深交所對近期漲幅異常的
「潤和軟件」「思特奇」「美格
智能」「傳智教育」持續進行重
點監控，並及時採取監管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潤和軟件」
「思特奇」「美格智能」「傳智
教育」均是鴻蒙概念股。

指數樣本調整 權重股異動
另據券商中國報道，昨天A股

多隻大權重成份股於尾盤競價階

段突然異動。貴州茅台集合競價
被砸1.72%，市值損失近500億
元，全日收跌2.67%。山西汾酒、
酒鬼酒均被砸超過2.5%，石頭科
技、金山辦公等亦被砸。不過招
商銀行、伊利股份、恒瑞醫藥等
卻被大額資金拉起。分析人士認
為，日前上海證券交易所與中證
指數公司宣布將調整上證50、上
證180、上證380、科創50等指數
的樣本，中證指數公司將調整滬
深300、中證500等指數樣本，調
整於11日收盤後正式生效，這可
能是主要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中
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國會日前通過將比
特幣列為法定貨幣，成為世界上第一
個將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的國家，此
舉引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巴塞
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CBS）的關注，
IMF認為薩爾瓦多以比特幣作為法定
貨幣將帶來法律和經濟問題；BCBS亦
擬提高銀行持有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資
產的資本要求，銀行必須撥備足夠的
資本，以全額彌補持有加密幣的損
失。
路透社消息，IMF昨表示，它對薩

爾瓦多將比特幣作為平行法定貨幣的

舉動有經濟和法律方面的擔憂，這進
一步給IMF支持的一項計劃前景蒙上
陰影，並擴大了該國的債券利差。

比特幣作法定貨幣問題多
IMF發言人Gerry Rice昨在發布會

指出，「採用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帶
來了一些宏觀經濟、金融和法律問
題，需要非常仔細的分析」，「我們
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將繼續與
當局協商。」
根據全球金融監管機構的計劃，銀

行將因持有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而
面臨史上最嚴格的資本要求，目的是

為避免加密幣市場波動對金融穩定造
成的威脅。
彭博的報道稱，BCBS昨日指出，

銀行業面臨與日俱增的加密資產風
險，因為加密資產可能被用來洗
錢、對銀行的信譽構成挑戰，且其
價格劇烈震盪可能導致違約。因
此，該委員會提議，銀行在比特幣
與其他加密幣的曝險，適用1250%
的風險權數。

巴塞爾倡採1250%風險權數
報道說，實際上，基於8%的最低資

本要求，這意味着銀行每曝險價值1

美元的比特幣，可能就必須持有1美
元的資本作為因應。其他適用如此高
風險權數的資產包含證券化商品，因
為銀行對持有證券化商品的潛在曝
險，所掌握的資訊不足。
BCBS對與現實世界資產掛鈎的代

幣和穩定幣等資產，設下較低的資本
規定，比照債券、債務、存款、股票
或大宗商品，風險權數可能介於零至
1,250%之間，例如代幣化主權債券的
風險權數為零。
在香港，金管局將比特幣及其他加

密貨幣視作「虛擬商品」，不具法定
貨幣地位。

胡曉煉：人民幣國際化根基在國內

● 胡曉煉認為，在人民幣國際化初級階段，不應
將人民幣匯率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晴雨表」。

薩國採納比特幣 IMF籲關注風險

周小川昨日在線參與陸家嘴論壇時指出，
最近在討論加密貨幣領域時，常常會遇

到一個問題，「它究竟對實體經濟有什麼好
處？」他強調，中國很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
濟，金融服務和金融市場都要與實體經濟密
切相連。在加密貨幣創新領域，中國也更注
重它究竟如何服務實體經濟。

加密貨幣「去中心化」存爭議
在周小川眼中，加密貨幣從原理、設計思
想來講，還是有可能成為「為實體經濟服
務」的一項有用的工具，但從加密貨幣啟動
前期看，仍有不足之處。他舉例說，加密貨
幣TPS（每秒鐘所處理的交易筆數）還不夠
高，同時還佔用較多的網絡資源和處理能
力，大家對它的一些特性如「去中心化」強
調去監管，會有一些爭議。他強調，在涉及
加密貨幣創新時，中方的態度是注重「究竟
如何為實體經濟服務」，如果能為實體經濟
做出重要的服務，那麼可能給予更大的關
注，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研發與試點，反之
就會弱一些。
另一方面，談及數字人民幣時，出席論壇
的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
說，數字人民幣錢包是數字人民幣的載體，
在中心化管理、統一認知、實現防偽前提
下，與各運營機構採用共建、共享方式開發
錢包生態平台，對錢包進行管理並對數字人
民幣進行驗真，實現各自視覺體系和特色功
能。
他續稱，通過建設數字人民幣錢包生態，
實現數字人民幣線上、線下全場景應用，滿
足用戶多主體、多層次、多類別、多形態的
差異化需求，確保數字人民幣錢包具有普惠
性，避免因技術素養或依賴通信網絡等帶來
的使用障礙。

與運營機構共建錢包平台
他表示，根據不同維度劃分，數字人民幣
錢包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按客戶身份識別強
度分為不同等級的錢包，二是按開立主體分
為個人錢包和對公錢包，三是按載體分為軟
錢包和硬錢包，四是按權限歸屬分為母錢包
和子錢包。上述維度不同的錢包組合，形成
了數字人民幣的錢包矩陣體系，「我們與指
定運營機構共同開發基本支付功能組件，利
用智能合約實現時間條件、場景條件、角色
條件觸發的條件支付功能」。
穆長春又談到數字人幣與非銀支付，他

說，數字人民幣和第三方支付是兩個維度的
事情，前者是錢、是工具，錢包是載體、是
基礎設施，數字人民幣錢包和其他錢包一樣
都是基礎設施和載體，後者作為載體，其基
礎設施功能沒有發生變化，依然可作為數字
人民幣的載體。他並指，數字人民幣和非銀
支付機構不是一個維度的東西，不會是競爭
和取代的關係。

數字人幣與非銀支付無競爭
「網商銀行聯合支付寶和微眾銀行聯合騰

訊，都是前期已確定的運營機構。」他透
露，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提供數字人民幣兌
換流通服務；而微信支付、支付寶繼續承擔
作為一個錢包的金融基礎設施職能，參與數
字人民幣流通的過程。
他指出，數字人民幣是雙層運營架構，從
一開始就不是人民銀行對公眾直接提供兌換
流通服務，而是由二層指定運營機構提供兌
換流通服務，「貨幣流通過程需要全社會共
同來實現，非銀支付機構依然會在該過程中
找到自己的角色來為數字人民幣的兌換、流
通作出相應貢獻」。

數字人民幣錢包類型
按客戶身份識別強度分為不同等級的錢包

●根據實名強弱程度賦予各類錢包不同的每筆及每日交易限額和
餘額限額

按開立主體分為個人錢包和對公錢包

●自然人和個體工商戶可開立個人錢包，其他法人和非法人機構
可開立對公錢包

按載體分為軟錢包和硬錢包

●軟錢包有移動支付APP和以軟件開發工具包(SDK)提供的服
務；硬錢包有IC卡、可穿戴設備、物聯網設備等

按權限歸屬分為母錢包和子錢包

●個人可通過子錢包實現支付場景的限額支付、條件支付和個人
隱私保護等功能；企業和機構可通過子錢包實現資金歸集和分
發、會計處理、財務管理等功能

整理：記者 倪巍晨

A股節前收跌 鴻蒙概念逆市續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中汽協

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5月，內地汽車產銷分
別完成204.0萬輛和 212.8萬輛，環比分別下降
8.7%和5.5%，同比分別下降6.8%和3.1%。不過，
新能源汽車繼續呈現良好發展態勢，5月份產銷均
完成21.7萬輛，同比分別增長1.5倍和1.6倍，繼續
刷新當月歷史紀錄。中汽協稱，在國民經濟持續恢
復的背景下，內地汽車消費總體保持穩定。不過，
芯片供應問題對企業生產的影響正逐月加劇，加之
近期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進一步加大企業成本壓
力，以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升值對出口帶來一
定影響，因此對未來汽車行業發展繼續保持審慎樂
觀。

國開行港分行
發境外人幣債券

內地5月汽車銷量跌逾3%

●周小川強調，金融服務和金融市場都要與實體經濟密切相連，在加密貨幣創新領域，中國也更注重它究竟如
何服務實體經濟。 論壇官網圖片

● 昨天A股多隻大權重成份股於尾盤競價階段突然
異動，分析認為或與上交所與中證指數公司宣布將調
整指數樣本有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