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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经历
了两年多的严监管，当前银行业风
险形势如何？严监管的态势是否会
持续下去？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背景下，银行支持实体经济
有哪些变化？针对备受关注的热点
话题，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
远企近日进行了解答。

主动出击
高风险资产压缩明显

通过治乱象，银行机构资产高
速扩张、虚增规模的顽疾得到遏
制。“两年半以来，银行业资产增速
从过去的15%左右降低到目前的8%
左右，按原有增速算，相当于两年半
以来总资产少扩张约 54万亿元，主
要是通道业务和脱实向虚的业务。”
肖远企说。

影子银行规模大幅缩减，共压
缩高风险资产约 14.5万亿元；同业
理财余额较 2017年初下降 85%，监
管套利突出的同业投资减少 3.65万
亿元；信托公司事务管理类信托业
务规模同比下降13.15%。

“这些都是难啃的骨头，一些机
构不愿意主动暴露处理风险，这要
求监管部门主动出击，进行早期干
预化解。”肖远企说。

他表示，压降通道类高风险资
产不仅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

坚战开了一个好头，也为银行机构
增加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腾出更多
空间，从而确保贷款增速与国民经
济发展需要相匹配。

肖远企说，过去，银行业资产增
速高出GDP增速 1倍，目前已经基
本与GDP增速相匹配，金融与实体
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同时为处置风
险打下很好的基础。

突出重点
严密防范信用风险

防范化解信用风险是银行业风
险的突出任务。据了解，两年半以
来，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4.4万
亿元。

肖远企表示，监管部门要引导
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方面从源头上管
控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另一方面
要加大对增量的处置力度，包括要
求银行多计提拨备进行不良核销。

不良贷款的处置，有效降低了
信用风险，也腾出信贷空间更好地
支持实体经济。“当前的贷款增速对
实体经济增长起到了良好支撑。贷
款要占用资本，如果没有处置不良
贷款腾出的空间，是很难做到的。”
他说。

对一些问题机构的风险处置会
不会造成风险外溢？肖远企表示，
通过压缩高风险业务，表外业务转

到表内，计提相应的拨备覆盖，业务
管理更规范，监管看得更清楚。“这
是化解风险的有效手段，不会造成
风险外溢。”

结构优化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防风险治乱象的同时，支持实

体经济的力度也在加大。今年前 7
个月，用于实体经济的人民币贷款
增加 10.8万亿元，同比多增 7798亿
元。

更多资金投向民营和小微企业
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7月末，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75万亿
元，较年初增长14.86%，比各项贷款
增速高7.18个百分点。

除了贷款渠道，债券渠道也在
发力。数据显示，目前银行保险机
构表内外资金穿透后投资债券共计
68万亿元，其中投资地方政府专项
债余额超过 7.3万亿元，占全部专项
债余额的比重超过80%。

在监管鼓励加大对制造业等领
域支持力度的背景下，信贷投放会
不会集中到龙头企业？肖远企表
示，银保监会推出的联合授信机制，
目前已在 1000多家企业试点，将总
结经验向全国推广。“银行盲目追寻
一个企业的现象已大大缓解。”他
说。

持续巩固
严监管态势不变

在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加大的背景下，严监管的态势会不
会发生改变？肖远企明确表示，严
监管的取向没变。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保监会
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268件，
处罚银行和保险机构 1239家次，处
罚责任人员 1664 人次，罚没金额
5.94亿元。

“不同时期，监管重点要与监管
对象的风险水平、业务结构等方面
的变化密切关联起来，但对违法违
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严监管是
不会放松的。”肖远企说。

他表示，当前严监管的一大特
点是加大了对处罚的披露力度。“处
罚不能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要公开
向社会披露，并要求机构向董事会、
监事会披露，经营管理层不能自己
消化掉。”

肖远企表示，下半年会继续加
大处罚的披露力度。“处罚不是目
的，而是手段，要通过处罚达到治理
乱象、维护行业稳健发展的目的。”

高风险资产压缩明显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解读当前银行业热点话题

财经观察

9月12日11时26分，我国在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资源一号02D卫星（又称5米光
学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资源一号我国成功发射资源一号0202DD卫星卫星
搭载发射京师一号卫星和金牛座纳星搭载发射京师一号卫星和金牛座纳星

新华社伦敦9月11日电 英国
泰晤士高等教育 11日公布了 2020
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其中中国大陆
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首次包揽亚
洲前两名。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位居
第 23名和第 24名，成为亚洲排名最
高的两所大学。此外，中国大陆还
有 5所大学入围前 200名，分别是中
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与 2019

年度数量相同。
泰晤士高等教育在报告中指

出，今年中国大陆顶尖高校在引文
影响力和研究收入方面得分较高，
这或许反映出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
的持续投入。与前 200强中的竞争
对手相比，中国大陆大学在科研和
教学指标方面继续表现良好，但在
国际化程度方面仍然落后。

中国香港地区有6所大学上榜，
其中 5所进入了前 200名，中国澳门

地区也有两所大学上榜。中国台湾
地区的高校表现也有提高，有 36所
大学进入榜单，比去年增加了4所大
学。

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知识官菲
尔·巴蒂表示：“中国在高等教育方
面的巨额投资正在持续产生回报，
这反映在我们排行榜上中国院校数
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上。亚洲排名
前两位的高校均来自中国，这使中
国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极

大的提升。”
今年的榜单包含全球92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1400所高等教育机构，
牛津大学连续4年位居榜首，加州理
工学院跃居第二，剑桥大学排名第
三。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以教学、科研、引文数量、产业收入
以及国际化程度等多项指标衡量大
学综合实力，被视为比较权威的世
界大学排名之一。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学排名

清华北大领跑亚洲高校

9月11日，市民和游客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中秋彩灯会上观赏彩灯。
（新华社发）

香港举办中秋彩灯会

新华社重庆9月12日电 近
期重庆等地阴晴不定，气温起伏
大，幼儿容易患上感冒等疾病，有
的甚至出现持续高烧症状。医生
提醒，如果孩子高烧持续不退，需
警惕热性惊厥，加强防范，及时治
疗。

最近重庆两岁的幼儿豆豆持
续高烧、打喷嚏，体温接近40℃，身
体甚至出现了抽筋等症状。经医
院检查，孩子被确诊为热性惊厥。

据了解，热性惊厥是婴幼儿常
见的惊厥性疾病。婴幼儿正处发
育中，神经结构不完善，受到刺激
后，神经高度兴奋，传递大量信号，
从而引发肌肉抽搐等惊厥症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
内科副教授李秀娟介绍，患儿热性

惊厥多发生在发热后24小时内。
“孩子发生热性惊厥时，家长一

定不要慌张，要冷静处理。”重医儿
童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李双子说，
此时不要喂孩子吃任何东西，因为
喂食容易导致窒息。同时，不要强
行按压肢体，按压肢体不但不能终
止抽搐，反而可能会导致骨折。

李秀娟提醒，有热性惊厥史的
患儿，一定要预防感染，增强体质，
家中常备体温计、退热药及感冒
药。一旦感染出现发热，需积极降
温。当体温超过38℃，应该使用退
热药，建议多饮水协助降温，用药
后 1小时测量体温观察用药效果。
家长要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出
现持续发热、精神差、反复惊厥发
作等情况应尽快送医院就诊。

医生提醒：

幼儿持续高烧不退
需警惕热性惊厥

新华社长沙9月12日电 借
助大数据和超级算法，医疗与技术
深度融合，“AI医生”（人工智能医
生）正在走进人们的生活，为群众
就医带来了更多便利，为疾病诊断
提供支持。这是记者从近日在长
沙举办的世界计算机大会上了解
到的信息。

新时代新技术为新医疗带来了
无限可能，与会专家预言，人工智能
技术将广泛应用于智能诊断、临床
决策、精准治疗以及健康管理，为医
生和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诊疗服
务。在人工智能助力下，精通各种
领域的“AI医生”会变为现实。

用手机对准患病的皮肤拍照，
上传到图像识别系统后，即可对患
者患上的皮肤病进行诊断，这并不
是电影里的场景。目前，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已经研发出皮肤病人
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建立皮肤病
的辅助诊断模型，准确率超过
85%。未来医院还将建立多发病常
见病的临床辅助诊断模型，为临床
医生提供辅助诊断，为群众就诊提
供科学引导。

湘雅二医院院长周智广教授
说，随着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关

键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在医疗影
像诊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
其在很多疾病的临床辅助诊断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佐证。

利用人工智能软件，医生可以
对病人的病情进行预测和分析。
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余波
告诉记者，目前，医院开发了死亡
风险预测辅助系统、呼吸机脱机成
功率预测系统、急性肾功能损害预
测系统等人工智能产品，对于临床
治疗有指导意义。

随着科技发展，远程医疗已经
走进人们的生活。记者在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看到，湘雅远程医疗
平台“雅影肺管家”与 20多家基层
医疗机构建立了联系，为多名来自
基层的肺结节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经过会诊的大部分肺结节患者留
在了当地基层医院进行手术，避免
了舟车劳顿之苦。

专家指出，未来，在人工智能
和超级计算等科技的帮助下，患者
拥有一个不知疲倦、冷静思考并且
拥有所有专业知识的“AI 超级医
生”将不是梦想，“AI超级医生”可
以帮助医生提供辅助诊断，并为患
者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方案。

“AI医生出道”
——“智慧医疗”让看病更简单

新华社伦敦9月11日电 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 11日发布一项研
究说，该校一个团队基于太空望远
镜收集的数据，发现了太阳系外一
颗类地行星大气中含有水汽，这颗
行星还位于其恒星的宜居带内。

通过长期观测，天文学家已在
太阳系外找到多个巨大的类地行
星，质量通常超过地球，它们也被
称作“超级地球”。

据团队刊登在英国期刊《自
然·天文学》的报告说，这颗名为
K2-18b的行星在 2015年被发现，
它环绕太阳系外一颗恒星运行；
K2-18b距地球约 110光年，质量
是地球的8倍，大小是地球的2倍。

团队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获
得的光谱数据对 K2-18b 展开分

析，在该行星大气中发现了水汽存
在的确凿证据，并认为其大气中可
能存在大量氢。虽然团队无法确
定大气的具体构成，但对不同场景
的模拟显示，K2-18b上多达 50%
的大气可能由水组成。

研究人员认为，K2-18b是后
续观测的绝佳目标，有助于进一步
研究宜居带行星的组成和气候。

报告通讯作者、伦敦大学学院
的安耶洛斯·齐亚拉斯说：“在地球
以外一个可能宜居的新世界中发
现水让人激动。K2-18b并非‘地
球2.0’，它质量更大且大气组成也
不同，但我们一直希望回答一个基
本问题——地球是唯一的吗？新
发现让我们朝这一方向迈进了一
步。”

天文学家在“超级地球”大气中发现水汽

新华社华盛顿9月11日电 9
月11日是美国“9·11”事件18周年纪
念日。2001年9月11日8时46分，第
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大厦。
今天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
一夫人梅拉尼娅从白宫中走出，伴随
着三次钟声进行短暂默哀。

随后，特朗普前往五角大楼，参
加在那里举行的“9·11”事件纪念活
动，并向那次恐怖袭击的遇难者献
上花环。

在全美各地，民众也以多种形
式举行纪念活动。

在纽约，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
和大量市民来到世贸中心遗址，参
加在那里举行的纪念仪式。按照惯
例，每一名受害者的名字被依次念
出，而在两架客机分别撞入大楼的
时刻，民众进行两次默哀。遗址公
园里铭刻着遇难者名字的黑色大理
石上，摆满了鲜花和旗帜。

在参加仪式的民众中，不乏遇难

者的家属。亚历山德拉·哈马蒂的表
哥罗伯特·霍罗霍在“9·11”袭击中丧
生。今天她也来到遗址公园，轻轻抚
摸着表哥的名字，望向天空。

根据纽约州最新规定，州内所
有公立学校要在每年9月11日同时
进行默哀。如今中小学的学生几乎
都出生于“9· 11”袭击之后，纽约人
希望能够借这一做法让这份记忆流
传下去。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
尔，即美联航93次航班坠毁地点，人
们也聚集在这里，缅怀航班上与恐
怖分子英勇搏斗的乘客，因为他们
的抗争，这架飞机最终没有抵达袭
击目标。

相似的纪念活动在亚特兰大、
檀香山、孟菲斯、圣迭戈、西雅图等
主要城市，以及更多的乡镇和社区
同时举行。

特朗普在当天的演讲中说，袭
击发生时他正在看电视。当看到报

道后，他望向窗外，正好看到第二架
飞机撞入世贸中心塔楼。

“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世界要
变了。”他说。

后“9·11”时代的美国确实发生
了巨大变化。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
第一时间宣布美国对“恐怖主义”开
战。美国国会迅速批准美军入侵阿
富汗。2003年，美国又以伊拉克拥
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
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

之后，打着“反恐”旗号的美国，
又相继在叙利亚、巴基斯坦以及多
个非洲国家采取行动。

然而，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并未消除美国民众的心魔。“恐袭”
像是一个咒语，每每在美国社会引
发恐慌。

就在今天，美国南部佛罗里达
州一处工厂发生持刀捅人事件，导
致 5人受伤。面对当地民众的紧张
情绪，当地警方负责人在记者会中

专门强调，此次袭击同“9· 11”纪念
日无关，希望公众放心。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在全球肆
意挥舞军事大棒的恶果也逐渐显
现。这些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
亡，也给美国造成巨大伤害。仅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
已经造成 5000多名美军士兵死亡。
为了支持持续海外用兵，美国也付
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随着战争代价越来越大，美国在
各处战场陷得越来越深，开始有越来
越多的声音认为美军应当撤出阿富
汗和伊拉克。特朗普在竞选时的撤
军承诺也曾为他吸引不少选票。

然而，在“9· 11”纪念仪式的讲
话中，特朗普已经不再提撤军的
事。他说：“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打击敌人，并将继续下去。”

“9·11”十八年后 美国伤口仍未愈合

热点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