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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汇丰最新的一项关注

个人与长辈间财务关系的调查显

示， 在受访的内地大众富裕人群

里，约一半人（49%）的父母经常使

用手机银行，这一比例在参与调查

的全球五大市场中高居首位。 在金

融市场相对更为成熟的中国香港

和新加坡，受访者父母使用手机银

行 的 比 例 分 别 仅 为 四 分 之 一

（24%）和五分之一（19%），而该

比例在欧美市场则更低。

此外， 内地受访者普遍表示，

其父母偏好利用移动应用程序或

在线工具管理预算，进一步体现了

内地市场数字金融的高普及性。 与

之形成对比，加拿大、新加坡等市

场的老年人则更偏爱用传统的纸

和笔作为其日常的预算管理工具。

汇丰本项调查选择了亚洲和

欧美五大较具代表性的市场，着眼

于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人士与长辈

的财务关系以及在照顾父母时所

面临的实际挑战。 该调查将受访者

按个人财富情况分为两大组别

———“大众富裕群体”（年收入为

21 万 -70 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和“富裕群体”（年收入在 70 万人

民币以上或等值外币）。

以大众富裕群体为例，调查发

现，40%内地受访者的父母允许直

系亲属以外的人使用自己的信用

卡，这一比例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

两倍，反映了内地老人在金融领域

自我保护意识的相对薄弱。

此外，调查还发现，虽然有超

过八成（83%）的内地受访者对于

其父母识别金融欺诈的能力表示

出信心，但实际上，承认其父母曾

经成为各类诈骗事件的受害者的

比例超过六成（61%），比全球平均

水平高出近 30 个百分点。 这一反

差表明，大众的普遍乐观与现实情

况存在较大差距，长辈们识破金融

诈骗伎俩的能力被子女高估了。 因

此，帮助老年群体防范金融诈骗更

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针对富裕群体组别， 调查显

示，约九成亚洲地区受访者为其父

母提供家用补贴，显著高于全球平

均水平（69%），印证了赡养父母这

一传统美德在亚洲的普遍性。 该比

例中国香港最高（94%），其次为内

地（88%）和新加坡（84%）。

本次调查覆盖中国内地、中国

香港、新加坡、英国和加拿大五个

市场， 参与受访者共 2200 名，曾

经、目前或未来 5 年内将赡养 1 位

及以上长辈。

李媛颖

我们每天都在和人民币打交

道， 而作为今年高频热词之一的数

字人民币， 却鲜有人能真正读懂。

近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发文明确

了数字人民币的定位：作为由人民

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

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

M0， 属于央行向公众提供的公共

产品，不计付利息，央行也不对兑换

流通等服务收费。

虽然“虚拟”，但为“法定”

数字货币并不算是一个新兴名

词，而一般的数字货币和如今的数

字人民币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

否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即是否为国

家“法定”。 以比特币为代表，一般

的数字货币最大的特点在于 “虚

拟”和“加密”，它们往往通过计算

机算法发行，并依托于一个去中心

化的支付系统实现点对点交易，虽

然在网络世界密码学设计的保护

下，比特币的交易过程自由安全，但

缺乏国家信用保护的数字货币，和

股市、黄金一样具有极其不可控的

价格波动风险。

而数字人民币，属于法定数字

货币，对此最简单的理解其实就是

数字化的人民币现金。 现金具有的

属性和功能，数字化人民币也有。

范一飞在发文中就指出，数字

人民币不计付利息，具有非盈利性，

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

化。 正如现金无论是放在钱包、保

险柜还是用作交易，都不会产生额

外费用或是数量上的波动，因此人

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执行与现金一

致的免费策略。 央行将建立免费的

数字人民币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

础设施，不向发行层收取兑换流通

服务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个人客

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兑回服

务费。

“不得拒收”，离线也能用

此外范一飞还强调了数字人民

币的法偿性。 既然数字人民币定位于

流通中现金M0， 那么必然需要遵守

《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

例》 等与现钞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按照人民币的法偿性规定，以数字人

民币支付我国境内一切公共和私人

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具备接收条

件的情况下不得拒收。 这也就意味

着，收款方可以拒绝你使用微信或支

付宝支付，但不能拒收数字人民币。

同时，数字人民币不像支付宝、

微信那样还要通过第三方清算。 数

字人民币不依托于银行账户和支付

账户，而是存在于一个虚拟的“数

字货币钱包”， 就好比如中国建设

银行曾在 APP 内短暂上线测试过

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不过这都还不是数字人民币相

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而言最大的优

势———最新的双离线技术的应用才

是最吸引人眼球的部分。 这项技术

的应用将意味着，不再需要网络的

加持，支付、转账这些操作通通能在

手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完成。当然，

便捷之下更需要完善的保障护航。

有关专家提出，数字人民币想要安

全平稳推行，必然对相关系统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提出极高的要求。 范

一飞对此也强调，要审慎选择在资

本和技术等方面实力较为雄厚的商

业银行作为指定运营机构，牵头提

供数字人民币兑换服务。

“可控匿名”，不为犯罪造便利

现金匿名、不可追踪等特点，为

贪污腐败、偷税漏税、恐怖融资等犯

罪铺就了温床，大额现金的违法流

动不仅扰乱国家经济金融秩序，更

对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造成了威

胁。而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的机

制和数字化流通的特性， 让一切资

金流动有迹可循， 在很大程度上规

避这些犯罪行为。

范一飞在文中明确指出， 数字

人民币也要遵守大额现金管理及反

洗钱、反恐融资等法律法规。 比如，

按照人民银行《关于开展大额现金

管理试点的通知》， 为配合反洗钱

相关工作， 试点地区的数字人民币

也要进行大额存取现登记， 相关机

构应就数字人民币的大额及可疑交

易向央行报告。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

下， 全球央行都在加快发行数字货

币。 国际清算银行 2019 年的一项

调查显示，全球 66 家央行中，超过

80%的央行参与了主权数字货币项

目。 而中国央行的数字人民币项目

进展速度尤为瞩目。

在上个月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

长孙国峰曾对数字人民币的发展现

状作出回应：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

工作正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

新、实用”原则，在深圳、苏州、雄

安、 成都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

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以检验理论

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

流程便捷性、 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

控性。

相关专家表示， 央行对数字人

民币项目的大力推进， 不仅能反推

中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同时也将

促进人民币结算在世界范围内的进

一步普及， 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

的机遇。

央行副行长权威解读

数字人民币将等同于现金

晨报讯 自去年 8 月 17 日宣

布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形成机制至今，时间已经过

去一年有余，LPR 改革的效果到底

如何？中国人民银行 15日发布《中

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增刊，增刊

用丰富的数据展示了 LPR 改革稳

步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效，并称下一

步将继续深化 LPR 改革，推动实现

利率“两轨合一轨”。 据观察，这也

是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出现增刊

形式。

据增刊介绍，经过一年来持续

推进，LPR 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

从实际数据看，各报价行的报价较

为分散，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报

价相对较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

农商行的报价居中，民营银行的报

价最高，最高报价与最低报价之差

超过 2 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各报

价行在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后，按照

市场化原则报价的特征。

同时，LPR 已经成为银行贷款

利率的定价基准。 增刊介绍，金融

机构绝大部分新发放贷款已将

LPR 作为基准定价，存量浮动利率

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已于 2020 年 8

月末顺利完成， 转换率超过 92%。

截至 2020 年 8 月末， 全国金融机

构累计转换 67.4万亿元、8056.4 万

户，转换比例 92.4%。 其中，存量企

业贷款累计转换 35.5 万亿元、84

万户，转换比例 90.3%；存量个人房

贷累计转换 28.3 万亿元、6429.7 万

户，转换比例 98.8%。已转换的存量

贷款中，91%转换为参考 LPR 定

价，其中存量企业贷款和个人房贷

分别为 90%和 94%。

贷款利率市场化对存款利率

市场化同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LPR 改革以来， 贷款利率明显下

行，为与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

适当降低其负债成本， 高息揽储

的动力随之下降， 从而引导存款

利率下行。 随着市场利率和贷款

利率下行，货币市场基金、结构性

存款等市场化定价的类存款产品

利率明显降低。 2020 年 8 月，三

年和五年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

别为 3.69%和 3.78%， 分别较上

年末下降 0.03 个和 0.28 个百分

点。 2020 年 8 月，国有银行、股份

制银行大额存单加权平均利率分

别为 2.43%和 2.52%， 分别较上

年末下降 0.51 个和 0.53 个百分

点。

央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成效显著

内地老人手机银行

普及率全球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