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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也是金融风险管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４０年.我国曾发生过局部金融危机和

区域性金融风险,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时有发生,金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但我国未发生全面金融危机,守住了不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经济高增长、货币大投放、金融大发展;二是金融风险的防范化

解逐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监管能力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改革

开放４０年来,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金融风险管理人才培养初见成效.金融风险管理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国相关各方持续不断地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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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２０１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４０年,也是中国金融风险管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４０年.金

融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的

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和积累,如果不认真加以防范和化解,就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酿成全

面金融危机.正因为如此,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

度重视,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内容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在此背景下,
回顾总结中国金融风险管理４０年的成功经验与不足,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中国金融风险

管理４０年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评议金融风险管理的经验与教训、分析得与失并非易事,本文

仅对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践、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作初步回顾与探讨.

一、我国未发生全面金融危机,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时有发生,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１].１９７８年以来,从世界范

围来看,全面金融危机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除了这两次全面金融危机之外,个别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以及某些金融领域

的危机则发生了许多次,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

１９９４年墨西哥金融危机,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俄罗斯金融危机,２００１年底互联网泡沫、安然破产引发的美

国金融危机,２００１年阿根廷金融危机,２０１０年欧洲债务危机等.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后果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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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Reinhart和Rogoff(２００８)发现“二战”后严重金融危机会导致资产市场深度、持续下跌,平
均而言,房价下跌３５％,持续时间超过６年;股价指数下跌５６％,持续时间超过３５年;失业率在危机

周期的下行阶段上升７％,持续时间超过４年[２][３].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未发生全面金融危机,尽管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形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之所以避免了全面金融危机灾难的发生,我们认为主

要原因有二:
一是经济高增长、货币大投放、金融大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３０年,GDP

年均增长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以后我国 GDP增长率降至８％以下,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尽

管如此,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我国 GDP年均增长仍然高达９５３％.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我国的货币政

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尽管我国实施过适度从紧或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但从 M２增长率来看,我国

实际上实行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我国 M２年均增长率高达２０７２％.金融大发展

不但表现为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而且还表现为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金融市场的广度和

深度不断提高,金融业态日益丰富.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年均金融资产增长率和年均贷款增长率分别

为１９５４％、１８１８％,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相当高的.货币和信贷的快速增长为经济、金融体系提供

了比较充足的流动性和货币资金,经济、金融领域的问题被掩盖了,风险未充分暴露出来① .图１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左轴代表 M２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和金融资产增长率,右轴代

表 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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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图①

二是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逐步引

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金融监管部

门的风险监管能力和金融机构的风险

管理能力不断提高.１９９９年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首次指出:多年积累的金融

风险不容忽视.２００６年国务院政府工

作报告着重指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

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高

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２０１３年８月,国务院批复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

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我国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２０１７年７月召开

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

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４](P２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０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健全金融监管体

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其重要职

责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② .２０１８年４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

关口③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统一监管体制逐步过渡到分业

监管体制④ ,各监管主体的风险监管能力不断提高,２０１７年开始我国金融业进入了一个严监管或强监

管的时代.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

风险防范中的核心作用逐步确立[５].前银监会、前保监会、银保监会、证监会出台了许多旨在加强金

融风险监管的规范性文件,逐步加大了对违规金融机构、违法金融活动及其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金融监管开始“长牙齿”了[１].我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期货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托业保障基金制度,金融安全网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金融基础设施逐步健

全.财政税务、审计监察和司法机关和各地方政府金融办(局)在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中各尽其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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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避免了金融监管盲区.
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主体,也是金融风险的承担者和管理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不

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其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首先,金融机构风险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金融机构

在其章程中都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董事会要为风险管理承担最

终责任,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是风险管理的执行主体,首席风险官(CRO)或风险

总监逐步成为常设的高管岗位;监事会对风险管理承担监督责任;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其次,
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实行了全面风险管理、全员风险管理和全过程风险管理,贯彻风险管理“三道防线”
理念,前台、中台、后台协同配合.第三,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数据不断积累,技术手段不断提升,信息管

理系统越来越先进,风险管理文化正在形成.最后,金融机构资本管理制度和风险拨备制度不断健

全,资本和资产减值准备比较充足.２０１８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贷款

拨备率分别为１３６４％、１９１２８％、３３４％⑤ ,均符合监管要求.
尽管过度依赖总需求管理维护宏观稳定的做法有它的局限和弊端[５],但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对

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是比较成功的,保持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亚洲金融危

机爆发时,我国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期,同时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危机主要对我国的实体

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我国政府以刺激投资为主要抓手,以产业经济联动为基本手段,以“保
增长、促发展”为核心目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间央行２次降

准、６次降息,１９９８年国家新增国债１５００亿元,最终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我

国的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都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我国以“消费＋投资”作为突破口,以“集约型、内含

型、创新型”为方式,以“保民生、增质量”为目标,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而使我国经济率

先复苏.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间,央行４次降准、５次降息,全面刺激国内市场,充分挖掘投资潜力;２００８年

第四季度至２０１０年底,国家向七大民生领域投资４万亿,全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６].

二、我国曾发生过局部金融危机,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时有发生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虽然未发生全面金融危机,但仍然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时有发生,金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一)我国曾发生过局部金融危机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海南发生了金融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倒闭是海南金融危机的一个缩影.海南金

融危机的主要表现有:(１)存款下降,资金来源相对萎缩;(２)备付率普遍偏低,压单压票和透支现象时

有发生;(３)资金缺口扩大,资产质量恶化;(４)财务状况恶化,亏损严重.海南产业基础薄弱、金融机

构过度集中、泡沫经济破灭是海南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海南发展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１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依

法组成清算组,对海南发展银行进行关闭清算,同时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债权债

务.造成海南发展银行倒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先天不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相关,也与后天经

营管理不善、违规经营相关,更是地方政府监管不力、行政干预过多的恶果.对５家被关闭城市信用

社的托管和对２８家有问题城市信用社的兼并是海南发展银行倒闭的“导火索”,海南发展银行“水中

救人不成反被拖向深渊”.海南发展银行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被关闭的商业银行,标志着中国版“银行

不倒”神话的终结[７](P３１０—３１８).然而,１９９８年就进行关闭清算的海南发展银行至今仍未完成破产清算,
资产缺口仍在不断扩大,这说明“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我国金融行业还没有完全建立[５].

我国曾经发生过银行业危机,四大国有银行一度被认为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工、农、中、建四大国

有银行１９９８年的不良贷款率曾高达４０％左右[８],远远高于国际上不良贷款率超过１０％的银行危机

认定标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国并非置身于银行危机之外,而是身陷银行危机之中.当时我国银

行业面临的许多问题已不是“风险”一词所能概括、反映得了的,我们必须将银行风险提高到银行危机

的高度来认识.我国银行“危而不倒”,一是因为有国家信用的保障,二是因为有后续资金(即存款)的

８２



支持[８].１９９８年,财政部发行２７００亿元特别国债,所筹集资金专门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１９９９
年,我国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按账面价值剥离的不良资产

１３９４０亿元.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银行业才逐步走出危机.
我国信托业有过６次清理整顿,信托业曾经深陷危机之中,信托业危机是系统性危机.我国改革

开放４０年,曾先后于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３
月对信托业进行了６次清理整顿.前５次清理整顿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进行,或按中央、国务院要求

进行,或出于其监管需要.对信托业的第六次清理整顿由银监会负责实施.之所以要对信托业进行

清理整顿,是因为信托投资公司市场定位不清,经营管理混乱,违规违法严重,出现了流动性困难,甚
至资不抵债.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最多时多达１０００多家,到２０１６年底只有６８家⑥ .大量的信托投资

公司被并入其开办银行,少量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只有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家依法破产.
我国有一些地方发生过区域性金融风险,广东恩平和浙江温州便是其中两个.１９８７~１９９７年广

东恩平县(市)⑦ 政府组织非法集资最终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事件.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为了缩小与周边

地区的经济差距,广东省恩平县基于自身硅酸盐土质资源优势,提出“发展水泥生产,振兴恩平经济”
的发展构想.面对资金短缺的困境,恩平县委县政府违反金融法规,采用鼓励机构和个人高息投资、
强制干预金融机构运行的方式进行非法筹资.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在全县１８家水泥企业亏损近亿元的情

况下,县委县政府仍提出各经济战线、镇成立财务公司,并发布«恩平县１９９２年鼓励发展经济奖励办

法».自１９９４年开始,恩平市政府对上级的各项禁令置若罔闻,加大政府干预金融力度,甚至擅自决

定农信社的筹资利率和贷款分配,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从１９９５年６月开始,恩平市多次发生挤兑

风潮,有的银行大量账外贷款无法收回.至１９９７年８月末,全市农信社出现严重资金短缺,面临破产

困境,恩平区域性金融风险全面爆发.恩平有组织非法集资案是一起地方政府违背金融规律、强力干

预金融引发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事件,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损害了金融机构和党政机关的信誉,
实体经济发展遭受重创⑧ .

浙江温州是区域性金融风险多发的地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温州“会案”接连不断,民间集资活动

猖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温州非法金融活动异常活跃,逃废债现象比较严重[９].２０１１年,温州部分企

业破产、老板跑路,引发了民间借贷危机.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很高,２０１１年曾高达月息９分,创
历史峰值.民间借贷危机持续一段时间后,其影响在企业和金融机构显现出来.２０１２年,企业出现

偿债困难,更多的老板跑路,更多的企业倒闭,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双持续快速上

升,流动性逐步枯竭,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演化为企业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１０].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

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决定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确定了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

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等１２项主要任务.
(二)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时有发生,金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１．银行业重大风险事件.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我国银行业重大风险事件可谓是频繁

发生.在违法犯罪方面,有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１００亿备用信用证诈骗案,齐鲁银行金融诈骗

案涉案金额１０１亿元,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分行近５１００万元金库现金被盗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

行长在长达８年的时间通过联行系统抽逃资金４８３亿美元,广东番禺运钞车大劫案犯罪分子持枪抢

走人民币１３２０多万元、港币２１０多万元;在违规经营方面,银监会对广发银行总行、惠州分行及其他

分支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罚没合计７２２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因违反反洗钱法规被美国有关

部门罚款２１５亿美元,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员工违规办理票据业务涉案金额３２亿元;银行高管中因违

法行为而落马的有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

宝,华夏银行原行长段晓兴,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等.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社区性的资金互助组织,但实际上是小银行.回顾我国金融风险事件,不能不

提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兴亡.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在我国中央的农村政策支持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截
至１９９９年１月,全国共有３５万个农村合作基金会,其中乡级２１万个,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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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三足鼎立”之势.但由于产权不清晰,经营管理不善,政府干预过多,
缺少有效监管,农村合作基金会出现了大面积的支付风险,引发了一系列问题.１９９９年１月,国务院

发布第３号文件,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并入农村信用

社,对资不抵债又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予以清盘、关闭,从而结束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在我国１０年多的历史[１１].

２．证券业重大风险事件.我国证券市场先后发生了四次较大的股灾事件.第一次股灾发生在

１９９２年５月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历时７个月,上证指数从１４２９点跌至４００点,最大跌幅７２％.第二次

股灾发生在１９９３年２月至１９９４年７月,历时１８个月,上证指数从１５５３点跌至３２５点,最大跌幅

７９％.第三次股灾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发生,时间为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历时１２个月,
上证指数从６１２４点跌至１６６４点,最大跌幅７２８％,在四次股灾中损失程度最大.第四次股灾发生

在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历时８个月,上证指数从５１７８点跌至２６３８点,最大跌幅４９０５％.四

次股灾事件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产生了很强的冲击,给众多中小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熔断机制的草率推出和匆忙取消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重大风险事件.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我国引

入熔断机制,设定５％和７％两个大盘熔断点.但试行结果不理想,１月４日,沪指下跌６８６％,两次触发

熔断,当天交易１４０分钟;１月７日,沪指下跌７０４％,再度两次触发熔断,全天仅交易１５分钟,短短４个

交易日A股市值蒸发逾６万亿元.１月７日晚,证监会紧急发文暂停熔断机制.监管部门推出熔断机

制,目的是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结果却加剧了市场波动,监管政策成为风险之源,其教训十分深刻[１２].
证监会针对重大风险事件进行了一系列处罚,罚没金额屡创新高.以近３年为例,２０１６年全年

行政处罚２１８件,市场禁入３８人,罚没款共计４２８３亿元;２０１７年全年行政处罚２２４件,市场禁入４４
人,罚没款合计７４７９亿元;２０１８年上半年行政处罚１５９件,市场禁入２０人,罚没款合计６３９４亿

元⑨ .其中,比较严重的风险事件有:２０１３年８月,证监会认定光大乌龙指事件为内幕交易,对相关决

策责任人采取证券市场禁入处罚,同时没收光大证券非法所得８７２１万元,处以５倍罚金,合计５２３８
亿元;２０１７年４月,证监会对违规操纵多伦股份的鲜言处以３４７亿元罚金;２０１８年３月,证监会对厦

门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案的罚没金额总计为５６７亿元.

３．保险业重大风险事件.保险业是重大风险事件较为多发的行业,安邦保险集团被接管是具有

代表性的保险业重大风险处置事件.２０１８年２月,鉴于安邦保险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

为,保监会依法对其实施接管.同年５月,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吴小晖因犯集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

罪,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１０５亿

元,违法所得及其利息予以追缴 .

４．信托业重大风险事件.我国信托业几经清理整顿,其风险的暴露在我国金融业中是最充分的.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中银信托投资公司因违规经营、资不抵债而被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后被广东发展银行收

购,这是我国第一起银行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案例.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被中国

人民银行关闭,由中国建设银行托管.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被

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关闭;１９９９年１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入破产还债程

序,这是我国第一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依法破产的金融机构,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因炒作云大科技导致亏损被停业整顿,法人代表霍津义被“双
规”.２０１１年９月,“绿城中国”事件爆发,共牵连１４款信托计划,１１家信托机构,资金规模达８５亿元.

５．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与非法集资.２０１３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元年.２０１３年以来,以互联

网支付、P２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或“野蛮”生长.互联网金融良莠不

齐,鱼龙混杂,在弥补传统金融业务空白的同时,也产生并积聚了巨大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最为突

出的是P２P网络借贷,问题平台众多,老板纷纷跑路,上海、浙江成为“重灾区”.２０１８年我国加大力

度整治P２P平台,仅在六七月间就新增问题平台２２８家,停业平台７０家 .互联网金融具有风险的

叠加性,互联网金融风险包含内核性风险和外置风险,内核性风险更多地表现为透明度风险,外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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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主要是技术和系统安全性风险[１３].
传统的非法集资活动屡禁不止,一些类金融机构“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e租宝”(即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融资租赁项目,大量非法吸收

公众资金,总成交量７４５６８亿元,总投资人达９０９５万人,遍布全国３１个省市区;善林金融公司负责

人周伯云通过线下门店和线上理财平台,大肆销售非法理财产品,累计集资６００亿元;泛亚投资骗局

牵连全国２０个省２２万人,累计集资４００亿元;大大集团涉嫌互联网非法集资,牵连７８万人,累计集

资２６亿元;理财邦发生逾期,牵连１０万人,累计资金１２亿元;上海中晋投资骗局爆发,２０多名高管

全部被抓,牵连１３万人,累计３００亿元;钱包网注册用户超２亿,累计非法集资超千亿,未兑付资金逾

３００亿元,负责人张小雷等１２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有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２０１８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召开互联网金融风

险整治专项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坚定不移打赢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攻坚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与非法集资活动作斗争,查处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北京长城

机电技术开发公司总裁沈太福、江苏无锡新兴公司总经理邓斌被判处死刑;浙江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

因犯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最终减为有期徒刑２５年.２００７年１月,国务院

批复同意建立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简称“处非

办”).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５〕

５９号),对下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三、金融风险管理理论研究取得进展,金融风险管理人才培养初见成效

(一)金融风险管理:理论研究

１．金融风险管理:代表性著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立足于我国金融发展实际,对金融风险

管理展开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著作(见表１).
　表１ 金融风险管理:代表性著作

作者 专著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备注

赵海宽 金融违法犯罪与金融监管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２月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代表作

王春峰 金融市场风险管理 天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２月
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金融风险主流测量方
法 VaR的学术专著

陈忠阳
金融风险分析与管理研究———市
场和机构的理论、模型与技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４月
陈忠阳教授２００５年发起设立“中国金融风
险经理论坛”

王元龙 中国金融安全论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２００６年获第十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
作奖

李仲飞
汪寿阳

投资组合优化与无套利分析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５月 ２０１０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周　骏
朱新蓉
宋清华

中国金融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１月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问题研究»最终研究成果

温　涛
农村金融风险控制与战略重组研
究———基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现
实背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１３年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吴晓求 金融危机启示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４月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资本
市场研究报告(２００９)

陈雨露
马　勇

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中国金融业混
业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６月 ２００９年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二等奖

刘锡良等
中国金融国际化中的风险防范与
金融安全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２０１５年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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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金融风险管理:代表性论文.我们分别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银行风险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

进行搜索,这三个领域被引次数排名前５的论文列表如下(见表２).
　表２ 金融风险管理:代表性论文

区分
标准

引用
排名

作者姓名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
被引次数/
下载次数

金
融
风
险

１ 张尧庭 连接函数(copula)技术与金融风险分析 统计研究 ２００２年４月 ８１２/４０１３

２ 郑文通 金融风险管理的 VAR方法及其应用 国际金融研究 １９９７年９月 ７８９/６４３１

３
戴国强
徐龙炳
陆　蓉

VaR 方法对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借鉴
及应用

金融研究 ２０００年７月 ４７３/６５４３

４ 张晓朴 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演进、成因与监管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４５/６５０７

５
陈守东
杨　莹
马　辉

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３６/３６６４

金
融
危
机

１ 周小川
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
在逻辑和主要内容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１年１月 ４３６/１２３９９

２
谢　平
邹传伟

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
综述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９８/１４１７９

３ 俞　乔 亚洲金融危机与我国汇率政策 经济研究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２４９/１６６０

４ 刘志强 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研究 世界经济 １９９９年４月 ２０６/１５８１

５ 成思危 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 管理科学学报 １９９９年３月 １７５/１１１４

银
行
风
险

１ 黄金老 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１年１月 ８８９/１３９９０

２
王春峰
万海辉
张　维

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评估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１９９９年９月 ７７８/４３０４

３
徐明东
陈学彬

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
承担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３９７/１１０２４

４
唐国储
李选举

新巴塞尔协议的风险新理念与我国国有
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金融研究 ２００３年１月 ３８５/４２７８

５
马君潞
范小云
曹元涛

中国银行间市场双边传染的风险估测及
其系统性特征分析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７年１月 ３７３/４９３２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数据整理.

３．金融风险管理:重大科研项目.经过我们检索,我国学者开展的与金融风险管理相关的科研项

目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２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５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８项(见表３~５).
　表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立项时间

中国财政金融安全:预警机制与风险控制体系 郭庆旺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０５
妥善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对策研究 俞　樵 清华大学 ２００８
构建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研究———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分析 何德旭 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 ２００９
构建我国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研究 张健华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２０１１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机制研究 曹廷求 山东大学 ２０１２
民间资本供求风险防范及其健康发展研究 李富有 西安交通大学 ２０１２
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研究———基于金融适度分权的视角 刘锡良 西南财经大学 ２０１３
金融风险度量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及其在中国金融机构的应用研究 梁　琪 南开大学 ２０１４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 裴　平 南京大学 ２０１４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金融开放、金融安全与全球金融风险研究 卞志村 南京财经大学 ２０１７
基于结构性数据分析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研究 范小云 南开大学 ２０１７
中国消费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 吴卫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２０１７

　　资料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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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立项时间

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及金融管理 彭实戈 山东大学 １９９７
金融风险分析、防范与控制

互联网背景下金融市场微观参与者行为规律及风险效应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若干基础理论与方法

张　维 天津大学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互联网背景下金融产品/服务创新、风险及定价理论 吴冲锋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０１７

　　资料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综合查询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archＧlist．

　表５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工作单位 立项时间

中国金融国际化中的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研究 刘锡良 西南财经大学 ２００６
全球新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研究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０８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与安全研究 陈 平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１
欧美国家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叶永刚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２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研究 田利辉 南开大学 ２０１３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控与多元化监管模式研究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 ２０１５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金融开放与安全研究 马　理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
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 陈守东 吉林大学 ２０１７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http://www．moe．edu．cn/s７８/A１３/A１３_gggs/．

４．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机构.研究机构包括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智库等,基于我们初步和有

限的了解,现将我国主要的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机构介绍如下:
(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风险研究院每年发布«中国金融风险报告».该研究院成立于２０１３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任名誉院长兼理事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处长王曼怡任院

长,２０１３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康霖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院自成立以来,每年

召开金融风险高层论坛,并发布«中国金融风险报告»,对我国面临的各类金融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与分

析,为政府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２)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每年发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２０１４年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起设立的综合型金融发展研究机构.该院

推出的«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智力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

总裁朱民任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任联席院长.
(３)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每年发布«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该中心

每年召开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并发布«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为从国际视角探究金融风险

管理提供理论借鉴.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叶永刚任中心主任.
(４)北京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是专司金融风险管理研究的机构.该研究院由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中央财经大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联合筹建,２０１８年５月在中央财经大学挂牌.其目标是要将研

究院建设成国际金融风险管理高端论坛、高端风险管理人才培育、国际金融风险管理学术交流于一体

的国际金融风险管理教育基地、理论研究基地和金融风险控制的智慧实践基地 .中央财经大学商

学院李永壮任院长.
(５)同济大学风险管理研究所着力探究金融产品定价与金融风险分析.该研究所成立于２００６年,

依托于同济大学的学科优势,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对金融衍生品的资产定价和风险测度与控制进行数理分

析,为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提供计量支撑.曾获“华罗庚数学奖”的同济大学姜礼尚任院长.
(６)中国金融风险五十人论坛(CFR５０)是一家专注于金融风险管理技术的专业性高端智库.该

论坛２０１６年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管委会批准并在上海设立.论坛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
对国内外金融风险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前沿技术进行探讨,形成阶段性成果并报送相关决策部门及金

融机构领导参阅,并通过论坛公众号“金融风险网”在行业内发布.论坛全面探讨与交流金融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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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领域的前沿技术,服务于我国金融行业全面风险管理实力的提升.
此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研究机构每年联合推出«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专门的金融

风险管理研究机构还有南京财经大学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湖北经济学院风险管理研究中心等.

５．金融风险管理学术会议.(１)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FSERM).金融系统工程与

风险管理国际年会是我国该领域高水平学术会议,年会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中国

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创办,每年１０月召开,至今已举办１７届.第１８届年会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将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在厦门大学召开.年会邀请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实业家参加并进行交流探讨,有力地推动了金融系

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学科发展.
(２)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FERM).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由普林斯顿大

学范剑青教授２００５年倡议举办,是一个聚焦金融工程和风险管理发展前沿的会议.会议每年由国内

的大学承办,目前已举办十届.FERM 研讨会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科研工作者和业界人员共享研究兴

趣与业界走势、探讨领域发展机遇和挑战的重要聚会.
(３)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暨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国际)论坛.论坛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叶永刚教授创建于２００２年,由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主办,全国各大高校承办,目前已举办１８届.论

坛搭建了一个学术理论和应用实践交流的平台,邀请国内外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参会,共同探讨金

融工程领域的新问题、新方法,交流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领域的前沿问题、科研成果和实践进展,促进

了金融工程学科的建设和风险管理的实践拓展.
(４)中国国际风险论坛(CIRF).中国国际风险论坛(ChinaInternationalRiskForum,CIRF)的

前身是上海风险论坛,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虞彤(TongYu)教授发起,每年由会员高校轮流主办,论
坛邀请海内外业界、学术界的学者一起探讨金融风险管理前沿研究成果,已举办三届.第一届上海风险

论坛于２０１５年由复旦大学承办,第二届上海风险论坛于２０１６年由上海财经大学承办,２０１７年起上海风

险论坛更名为中国国际风险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风险论坛将在浙江大学举行.
(二)金融风险管理:人才培养

１．金融风险管理的专业设置.为了更好地促进金融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我国一些高校开

设与金融风险管理相关的专业,推动金融风险管理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江西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２０１４年开设金融学(FRM)特色本科专业,以面向FRM 专业考试为基本定位,将“留学、考
研和就业”三方面有机融合,通过双语教学、实践教学、海外高校联合培养等方式,全力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的金融风险管理专业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２０１３年开设金融硕士(风险管理方向)专业,
该专业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金融学科优势,立足FRM、PRM 等考试要求,通过国际交流、联合培养

等方式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基于大型金融机构的专项实习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多种培养办法有机

融合全面促进金融风险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学术型硕士培养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

商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开设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专业,致力于培养金融风险管理研究型人

才.博士生培养方面,我国高校通常在金融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等专业领域内增设金融风险

管理研究方向,通过多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培养金融风险管理高水平专业人才.

２．金融风险管理的课程设置.«金融风险管理»是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一门

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８年１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金融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规定金融学类专业必修课程采取“５＋X”模式.“５”是指金融学类本科

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５门专业必修课,“X”是指各院校根据办学特色另行安排的其他专业必修课程.
在７个金融学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有５个专业将«金融风险管理»作为必修课程(见表６).

许多高校立足自身实际和社会需求,开设金融风险管理课程.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学校面

向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数学、应用统计等专业本科生开设«金融风险管理»,面向金融学、金融工程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开设«金融风险管理»,面向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设«金融机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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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金融学类本科专业必修课程设置“５＋X”模式

专业名称 ５ X(备选课程)

金融学
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风险管理、商业银行业务与
经营、国际金融

金融工程
证券投资学、金融风险管理、公司金融、金融工程学、金融
计量学

保险学 保险学原理、风险管理、保险精算学、人身保险、财产保险

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金融风险管理、公司金融、投资银行学、项目
评估与管理

金融数学
常微分方程、随机过程、证券投资学、金融风险管理、金融
经济学

信用管理
信用经济学、信用管理学、金融风险管理、信用评级、征信
理论与实务

经济与金融
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经济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
场、国际金融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国际金融、
中央银行学、金融中介学、金融市场学、货币金融史、信
托与租赁、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国际投资、金融经济学、
公司金融、固定收益证券、金融工程学、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计量学、常积分方程、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数
理金融、金融时间序列分析、金融统计分析、投资银行
学、投资组合管理、项目评估与管理、资产评估、投资价
值分析与评估、房地产金融与投资、证券投资技术分析、
金融产品设计、期货与期权、金融伦理学、金融心理学、
银行会计、保险学原理、保险精算学、人身保险、财产保
险、保险经济学、保险法、再保险、保险会计、社会保障
学、保险经营管理学、保险营销学、利息理论、信用经济
学、信用管理学、信用评级、征信理论与实务、信用风险
度量方法、企业信用管理、消费者信用管理、金融机构信
用管理等

　　资料来源: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P２７．

３．金融风险管理的教材建设.金融风险管理教材是培养金融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基础,教育部

以及有关部门和高校积极推动金融风险管理教材的编写.一方面,金融风险管理的相关知识越来越

多地被写进«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教材中 ;另一方面,专家学

者编写并出版了一批理论与实务兼备又各具特色的、专门的金融风险管理教材(见表７).
　表７ 金融风险管理:代表性教材

作者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获奖或社会影响

宋清华
李志辉

金融风险管理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１月 ２１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

２００９年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银行业专业人
员职业资格考
试办公室

风险管理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２０１６年１月(初级)
２０１６年９月(中级)

银行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指定用书,有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３个版本,２０１６版分为
初级和中级

杜慧芬
杨筱燕

金融风险管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１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财政部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规划教材

高晓燕
刘久彪

金融风险管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８月 ２１世纪经济管理精品教材

迟国泰
投资风险管理
(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９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刘新立
风险管理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９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柳永明
陈选娟

金融 机 构 与 风 险
管理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９月 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教材系列

陆　静 金融风险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９月 经济管理类课程教材金融系列

邹宏元
金融风险管理
(第四版)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７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朱淑珍
金融风险管理
(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９月

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互联网＋”创新规
划教材,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

刘　亚 金融风险管理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对外经贸大学刘亚教授是我国金融风险研究
的先行者,此前著有«汇率风险论»(１９８９)和
«国际金融风险论»(１９９５)

４．金融风险管理的资格证书.金融风险管理师(FinancialRiskManager,FRM)由全球风险协会

(GARP)发起设立,是全球金融风险管理领域顶级的权威国际资格认证.考试开始于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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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聘用员工中持有FRM 证书数量

最多的前十家公司和银行

排名 公司 银行

１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２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３ 汇丰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４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５ 花旗集团 摩根大通银行

６ 毕马威 富国银行

７ 德意志银行 汇丰银行

８ 瑞信银行 花旗集团

９ 瑞银集团 美国银行

１０ 普华永道 西班牙国际银行

　 　 资 料 来 源:Liyan Chen．“２０１５ Global
２０００:The World＇sLargestBanks．”Forbes．
ForbesMagazine,６May２０１５．

年前每年１１月中旬考试,２０１０年起每年５月、１１月各进行一次考

试.FRM考试虽然设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得到监管层、大型金融

机构和公司的认同(见表８).在我国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

设有FRM考点,全国约有１５００人拥有FRM 证书,报考FRM 的

人员正逐步增多,FRM证书的重要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注册金融风险管理师(CertifiedFinancialRisk Manager,

CFRM)考试２００２年设立.从内容上,不仅全面涵盖了各领域

的风险管理知识,并且充分地吸收了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的前沿

和最新发展.从应用上,CFRM 更符合中国实际.从语言上,

CFRM 教材和考试均以中文呈现,有助于国内从事风险管理的

人员学习和掌握.目前,CFRM 证书已先后被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认可,并作为金

融风险管理人才的选拔标淮.

四、金融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各方持续不断地共同努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风险管理是现代金融的核心[１４].金融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标本兼治、防范和化解并重,需要相关各方坚持不懈、共同努力.
(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

金融风险管理事关国家金融安全,中共中央、国务院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风险管理工作的领导,中央财

经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负责金融风险管理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便是研

究和制定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和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应该将维护金融

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加强金融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部门的核心任务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部门的作用和合力,实现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

有效结合.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

中的核心作用.微观审慎监管主要由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共同负责,全面做好机构监管、
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等相关工作.金融监管部门要敢于监管、精于监管,“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
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公正监管,既要防止监管真空,又要

防止监管过度;既要避免监管放松、监管竞次,又要避免监管竞争、监管竞赛.金融监管部门要把主动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

机制.金融监管部门要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监管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推动金融监管和金融科技相融

合,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加强统筹监管和监管协调,整合监管资源,形成监管合力.
(三)金融机构必须承担金融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

金融机构在金融风险管理中至关重要,必须承担金融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金融机构必须坚持为实

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立

业之本,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１５].“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 .风险管理是金融机

构的核心功能,也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机构必须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透

明度,同时加强资本管理,强化董事会风险防控的最终责任,充分发挥监事会在风险管理中的监督作用.金融

机构要把为客户创造价值放在首位,进而为其股东、员工和社会创造价值,要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充分发挥其他主体和市场机制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财政税务部门、审计部门、司法部门、企业、金融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交

易所以及其他主体都具有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要充分发挥他们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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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约束、市场纪律是一只“无形的手”,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能够形成一种制约,促使他们稳健经

营,通过优胜劣汰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信息披露制度是市场约束最重要的手段,使金融机构和金

融市场更加透明,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市场机制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五)普及金融风险知识,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关联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也是一

场全民战争.金融消费者既是金融监管保护的对象,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参与者和依靠力

量.有了金融消费者个体的金融风险管理,才能为整体的金融风险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普及金融

风险知识,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着力宣传“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高利贷是欠发达的表征,低利

率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不要轻信非法集资者“竹篮子也可以打一筐水”的神话,提升全社会金融风险

意识和全民的金融素养,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

注释:

①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http://data．stats．gov．cn/．
②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EB/OL]．(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０８６)[２０１８Ｇ０７Ｇ２６]．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７Ｇ

１１/０８/content_５２３８１６１．htm．
③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EB/OL]．(２０１８Ｇ０４Ｇ０２)[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２０]．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８Ｇ０４/０２/

content_５２７９３０４．htm．
④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分设,自１９７８年１月１日开始独立办

公.１９８３年９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
关.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中国人
民银行行使保险监管职能.２００３年４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形成.

⑤资料来源: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３９５４F０B０DF６C４７F２AB３６C１０８５７９１F４４８．html．
⑥２００７年１月,银监会颁布«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将“信托投资公司”中的“投资”二字去掉,改称“信托公司”.
⑦１９９４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恩平县,设立恩平市.
⑧中共广东省纪委宣教室编:«党风廉政教育学习资料汇编»,２０００年４月.
⑨中国证监会:证监会行政处罚情况综述[EB/OL]．(２０１６Ｇ１２Ｇ３０)[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２２]．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

xwdd/２０１６１２/t２０１６１２３０_３０８８３２．html．
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一审公开宣判[EB/OL]．(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１０)[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２５]．http://www．xinhuanet．com/２０１８Ｇ０５/１０/c_

１１２２８１１１３４．htm．
资料来源:P２P网贷行业月报,https://www．wdzj．com/news/yc/２６９０６８６．html．
北京 金 融 风 险 管 理 研 究 院 在 京 成 立 [EB/OL]．(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０１)[２０１８Ｇ０７Ｇ１２]．http://www．ce．cn/macro/more/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t２０１８０６０１_２９３１０７６４．shtml．
周骏、王学青主编的«货币银行学»(第三版)设有单独一章(即第十七章),专门介绍金融风险管理的相关知识,该教材由中国金

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月出版.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祖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７日在楚天金融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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