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层对余额宝的动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央行要提高对市场灵敏度 

2014 年 3月 7日  摘自：一财网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3月 7日在两会上回应了包括余额宝、人民币汇率和利率

市场化等多个热点。 

 

  他反复表示，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协调。 

 

  对于两会上的热点互联网金融，潘功胜表示，争议很多，看法也不一样。站

在监管部门来看，互联网金融不等于余额宝，“我们鼓励互联网创新和发展，规

范和完善监管。” 

 

  “金融改革进程会十分复杂。”他说，某些金融改革效果会偏离目标，社会

要提高金融改革的容忍度，央行要提高对市场的灵敏度。 

 

  他称，中国需要加快金融改革，这是建立更加成熟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

的重要要求。比如金融市场的公平准入，金融要素市场化，比如利率汇率，本身

是市场基本特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贸易便利化，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

个市场，要建立金融安全。 

 

  但他并不否认，改革效果有很强的外溢性，对利益调整都广泛影响，有些金

融改革要同时满足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是很难的。比如，利率市场化，存款人希望

利率上升，现有银行希望不要损害利差水平，企业希望融资成本下降，这是很难

的。 

 

“金融机构内部利益诉求也是不太一样的。”他说，比如人民币汇率稍微升

一点，反对声音就会高起来，影响了中小企业出口，影响了就业。如果贬值一点，

声音又出来了，是不是看空中国经济，资本外逃。 

 

银监会开始调研余额宝等 关注提前取协议存款不罚息 



2014 年 3月 6日  摘自：新浪财经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上周动议将“‘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存放银行

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后，中国银监会昨日展开了相关调研 

据路透社报道，3 月 5 日银监会开始调研银行储蓄与互联网理财情况，尤其

是针对“两率一致”问题。 

 

在高速发展了半年后，互联网金融正在改变传统金融业。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银行里的人民币存款流失了 9000 多亿元，而最早进入该领域的“余额宝”，

目前规模已超过 4000 亿元。这也使得今年的全国“两会”中，互联网金融成为

最热的话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3 月 5 日明确表态：“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

不会取缔。”但是，周小川也传达了监管之意，其表示，过去没有严格的监管政

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 

 

 在周小川公开表态后的第二天，银监会的调研也展开。所谓“两率一致”，

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就是指基金公司从银行提前支取协议存款，却仍

然享受约定的利率水平。 

事实上，这一享受利率优惠的“特权”一般作为“补充条款”呈现在货基与

银行协议中，并获得证监会和银监会认可，相关利率损失由银行承担。 

 

据一商业银行人士透露，银监会已要求其上报相关数据，如同业定期存放中

的基金公司定期存款、应付利率，两率是否一致。 

 

可见的是，如果银监会让银行上报相关数据，银行或将取消余额宝这类互联

网理财产品提前支取不罚息的特权。如此一来，这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流动性管

理将面临大考，其势必将降低部分资金的投资周期，来减少提前支取，从而使得

收益有所下调，最终导致规模增速放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基金购买同业存款这一条款，不是由中国银行业协会、

银监会认定，而是由央行来认定。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意见中，还包括了将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存放银行的

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如果银监会调研并采纳了这则意见，这类互联网理财产品

就需要计算贷存比、上缴人民银行备付金、一般性存款利率最高只能上浮 10%，

上述举措将大大遏制这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发展。 

 

不过，基金业人士普遍认为，短期内“余额宝”们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的可

能性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上周的意见中，对于纳入监管的“互联网

金融货币基金”并未给予相关定义，而银监会此次则给出了相关定义：互联网理

财产品定义是互联网企业与基金公司合作或基金公司借助互联网推出的以余额

宝、现金宝、理财通、活期通、百度百发、天天益、现金通为代表的货币基金产

品，不含通过传统渠道和银行网站等代销的货币基金产品。 

 

但是这并未解决基金业争议的焦点所在——余额宝这类的互联网货币基金

的实质就是货币基金，既然是同样的产品，为什么厚此薄彼？ 

 

被业界尊称为“中国基金之父”的原全国人大财经委研究室正局级巡视员王

连洲近日也表示，余额宝并没有改变货币市场基金的金融本质，政府应赋予其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金法起草首任组长：余额宝是普惠金融创新样本 

2014 年 3月 6日  摘自：上海证券报 

内需增长乏力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现阶段，如何着力增加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成为扩大内需的关键。 

 

《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首任组长王连洲指出，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

缺陷，造成了目前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普通民众享受不到应有的

金融服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通过金融创新

的方式，增加了普通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是普通民众对于扩大内需的积极尝试。



这样的金融创新也将倒逼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变观念，转换发展思路，成为推动我

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完善的“催化剂”。 

 

上海银监局局长：互联网金融监管重点是风险防范 

2014 年 3月 6日  摘自：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政协委员、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在 2014 年两会间隙对大智慧通讯社表示，

互联网金融肯定需要监管，并不是取缔，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对其快速发展背后潜

在风险的防范。 

 

廖岷说，互联网金融做的是金融业务，金融风险监管的一些基本原则它必须

要遵守，但也要从审慎监管的角度对待其潜在风险。此外，还要重视金融消费者

的保护问题。要有信息披露的契约精神，做到对双方权益的最大保护。 

 

廖岷此前曾公开表示，互联网金融只是形式上的创新，而并非真正的金融本

质的革命。但互联网金融高负债率、高传染性的特性需要从业各方关注，互联网

金融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需要更高监管部门的监管制度安排，促进互联网金融健

康发展。 

 

此外，廖岷称，作为监管者要加快认清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的各种影响，并

时刻保持对这种变化带来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警惕。 

 

李克强总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014 年 3月 5日  摘自：新浪财经 

 

  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这是历届政府《报

告》首次提及互联网金融。虽然短短 11 个字，而意义却非常深远和重大。这标

志着互联网金融正式进入决策层视野，标志着互联网新金融将由草根式、游离式

发展，名不正言不顺地位，正式进入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序列，正式得到名正言顺

的市场定位和决策层重视。这也更象征其正式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一股潜力

巨大的金融创新力量，正式成为与传统金融并驾齐驱发展的新生金融队伍。 

 



  这对于互联网企业、互联网金融客户、互联网金融投资者、互联网金融未来

发展，资本市场，乃至中国整个经济金融健康发展都是大利好。 

 

近段时间，在力挺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与力毁互联网金融两派交锋进入到几

乎厮杀阶段之时，互联网金融创新者、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受惠客户以及争论双

方都急盼最为权威部门发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不会取缔余额宝 

2014 年 3月 5日  摘自：新浪财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汇

率变化是正常波动，并表示不会取缔余额宝，对余额宝等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会

更加完善。 

 

周小川在参加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时说，3 日已有相关委员对汇率波动进行

回应。近期波动是正常波动，过几天会有相关记者会统一进行说明。 

 

  针对今年是否会扩大人民币(6.1260, 0.0075, 0.12%)的汇率波动区间，笑

着对记者说：“等政策真有变化的时候会公布。” 

 

周小川表示，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

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年内将出 

2014 年 3月 5日  摘自：新浪财经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 7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金融监管

规则将在今年出台，并且相关部门将会出台具体一系列专业配套细则。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 ：支持并容忍 

2014 年 3月 5日  摘自：新浪财经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易纲也就互联网金融做出表态，要支持和

容忍余额宝等金融产品的创新行为，同时也将适当采取措施对可能产生的市场风

险加以引导和防范。 

 

  易纲称，目前，市场对余额宝等金融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有很多议论，主要

针对相关产品可能带来的流动性以及价格波动等风险。为此，央行会进一步关注

市场变化。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监管须完善 

2014 年 3月 5日  摘自：新浪财经 

 

  昨天全国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

功胜指出，互联网金融交叉性强，监管规则要进一步完善。 

 

  潘功胜指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满足微小企业融资、增加百姓投资渠道、

提高社会金融服务水平、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

极作用。 

 

潘功胜表示，互联网金融要鼓励创新与发展，但同时要完善和规范监管，应

该明确监管主体，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实施交叉性监管，完善监管规则。 

 

刘明康：不要用管银行的方法管互联网金融 

2014 年 3月 5日  摘自：人民网 

谈到互联网金融时，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表示，作为新事物，

没必要大惊小怪，要支持他们做。互联网金融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平台，低风险、分散性的信贷在互联网做就比较有效。不符合规律的该监管的就

监管，比如洗钱，互联网金融公司金额做大之后，自身风险难以覆盖，就要有资

本金、坏账准备，这都需要监管。不是自愿不自愿，对于互联网金融不要用银行

的办法管死，也要让它懂得规矩。 

 



李克穆：互联网金融对金融业影响超过预期 

2014 年 3月 4日  摘自：证券时报网 

国政协委员、保监会前副主席李克穆表示，金融互联网主要是银行体系利用

网络手段开展的业务，这些业务规模大、成本高，同时效率也提高。现在提到的

互联网金融，主要是以民营机构为主体，利用互联网手段，参与开发的一些金融

活动。具有成本较低、形式灵活的特点。 

他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金融行业带来了很大影响，这些影响超过了预

期，甚至超过了互联网金融设计者的预期。金融互联网有严格监管，但互联网金

融没有完善监管，现在还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来把

握，不认为互联网金融将与现有金融体制完全脱节，要尽快完善风险防范体系，

促使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证券法》修订或涉综合金融 

2014 年 3月 4日 摘自：南方都市报（本站进行修改） 

2月 28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对外表示，为了更好地促进余额宝等互

联网基金的健康稳定发展，证监会正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管理

和互联网销售基金监管的有关规则。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透露今年将进行《证券法》的修订和《期货法》的起草工

作。南都记者独家了解到，《证券法》的修订工作目前紧张较快，已进入全国人

大财经委专项审查讨论环节，其重点之一就是要对综合金融业务出台修改相应的

条款。“修改条款并不意味着很快要打破‘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但金

融业发展的现状确定了其中的一些条款亟待修改和完善。”有知情人士向南都记

者表示。 

 

此外，在监管机构的内部讨论中，对于交易所的改革问题也引发激烈争论。

初步方案显示，监管层有意对国内的证券、期货交易所实行企业化运作，完善董

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但监管机构仍然坚持保留对交易所高管人员的人

事任免权。 

 

央行副行长李东荣：余额宝问题在做调查 要发挥其正面作用 



2014 年 3月 3日  摘自：证券时报网 

央行副行长李东荣今天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时表示，关

于余额宝的问题，现在正在做调查，要规范发展，发挥其正面作用。 

 

银监会前副主席：不要将银行和余额宝对立起来 

2014 年 3月 2日  摘自：财经网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前副主席蔡鄂生受访时表示，不要将银行和余额宝对

立起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新生事物，大家都应冷静一下，利率市场化是客观趋

势，但应该纳入规范监管，这种监管和现有的银行应有区别。 

 

蔡锷生认为，余额宝对于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是有帮助的。如果利率市场化的

进程快一点，银行利率和余额宝就能够在一个标准下。目前银行的存款还是要受

管制。 

此外，今天余额宝的收益率已跌破 6%，这是去年底以来的首次。 

 

余额宝飞速长大遭预警 证监会要求大幅提风险准备金 

2014 年 02 月 21 日 摘自：经济观察报 

2月 19日，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月底，货币基金总

净值为 9532.42亿元。这较去年底日均增长 66.25 亿元，以此计算，目前国内货

币基金真正规模已经过万亿。这占到了基金业总规模的三分之一。 

就在这一数据公布的第三天，2月 21日，证监会[微博]召集了货币基金规模

居前的十余家基金公司一把手开会，专门提示风险问题。而近期这样的会议已经

开了不只一次。 

 

证监会即将下发一项关于货币基金风险提示的文件，货币基金或迎来史上最

严格的一次监管规定，对于各类“宝“的风险管理将令这些横空出世的货币基金，

付出不菲的代价。 

 

与往年不同的是，现在货币基金的主角无疑是天弘余额宝、华夏活期通、汇

添富全额宝为代表的一系列互联网货币基金。余额宝一只基金几乎让货币基金整

个市场规模较正常水平翻倍，并带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一位参会基金公司人士称，监管层频繁召集开会，主要是提示货币基金规模

增长过快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和投资风险，倒不是意味着短期会有风险爆发。 

 

目前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的 90%以上资产投资于协议存款，极大依赖性

已经使得其投资越来越被动。协议存款属于银行同业存款，不派生贷款，是银行

发展表外业务调节自身流动性杠杆的工具。 

 

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的“存款搬家”也已经引来了银行业的“反击“。证监

会及基金业内都担忧，货币基金投资协议存款提前支取不罚息的红利一旦被银监

会叫停，或银行出于自身风险而无法支付高额利息，严重依赖协议存款单一投资

标的的货币基金的投资将何去何从。 

 

上述即将出台文件的一项核心内容是，证监会要求基金公司就所投资银行协

议存款做出风险管理，用风险准备金做出保障。 

 

证监会：余额宝处于有效监管中 

2013 年 7月 6日  摘自：证券时报 

支付宝“余额宝”推出引发市场空前关注，该创新业务如何监管引发了市场

热议。对此，在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支付宝

“余额宝”各个业务环节均处于有效监管中。 

 

 截至 6 月 30 日，“余额宝”累计用户数已经达 251.56 万，累计转入资金规

模 66.01 亿元，累计消费金额 12.04 亿，累计消费笔数 164.44 万笔。而这一数

字的缔造，仅用了 18 天。 

 

支付宝“余额宝”推出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前期证监会曾就“余额

宝”业务报备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向社会做了情况通报，但仍有部分人士担心“余

额宝”业务的风险。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昨日表示，从模式上看，支付宝“余额宝”属于第



三方支付业务与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组合创新，其各个业务环节均处于有效监管

中。投资人在支付宝账户中的备付金余额所申购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产品，在发起设立、产品运作等方面与市场上已有其他货币市场基金并无本质区

别，证监会目前已经形成了科学有效的货币市场产品监管机制。 

 

他强调，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依托其自有直销系统完成，证

监会对天弘基金管理公司直销业务的现场检查结果表明，其业务流程、信息系统

设置、客户资料保存等方面均符合基金销售业务监管要求。 

 

与此同时，鉴于基金销售支付结算的一些业务特性，证监会作为基金销售业

务的主要监管部门，向支付宝提出了资金外部监督、基金销售结算专用账户备案

等业务监管要求。日前，支付宝已向证监会提交了资金外部监督协议、基金销售

结算专用账户等备案材料，证监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备案材料的核查。 

 

证监会:支持支付宝推出余额宝 但需履行相关程序 

2013 年 6月 21日   摘自：中国广播网 

据经济之声报道，关于支付宝推出“余额宝”业务，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这一产品是市场创新的积极探索，证监会予以支持。但是，监管部门也会通过构

建有效监管体系，保护投资人利益。 

 

经查明，此次支付宝“余额宝”业务中有部分基金销售支付结算账户并未向

监管部门进行备案，也未能向监管部门提交监督银行的监督协议，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 

 

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投资人利益，监管部门已于近期要求支付宝依据相关

规定补充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