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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袁 中国人民银行党
委书记尧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
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袁 各国已经出
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袁 规模和
力度之大史无前例遥 不少国家和
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
施袁他建议大家三思而后行袁为今
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袁 并提到
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
政政策袁不会搞大水漫灌袁更不会
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遥

这是我国官方首次明确表示
不搞赤字货币化袁 算是对近期有
关赤字货币化的议论作出正式回
应遥 实际上袁推行赤字货币化政策
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和危害袁任
何国家都要在是否推行赤字货币
化政策方面慎重选择遥

美国出台无限量的赤字货币
化政策袁 存在经济和政治双方面
考量遥 受疫情影响袁美国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袁 如果没有有效的经济
刺激政策袁 美国经济出现大衰退
是大概率事件遥 若不用强有力的
维稳政策袁 谁也不敢保证美国股
市不会崩盘遥 无奈之下袁美国只好
采取赤字货币化的下策救金融袁
实质是想通过注水的方式稀释金
融泡沫遥 最终有没有效果袁尚不可
知袁只是一旦出手袁就很难收手遥

从政治角度看袁 由于疫情暴
发得太快尧太猛袁尤其又逢大选袁
特朗普政府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
来刺激经济尧稳定股市袁避免雪上

加霜遥所以袁出台无
限量的财政赤字货
币化政策很大程度
上是出于政治 需
要袁 是十分冒险的
手段袁后果堪忧遥

应当注意到袁
无论美国采用 多
么激进的赤字货币化政策 袁最
终为此买单的就不只是美国而
是世界各国遥 尽管由于特朗普
政府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袁 可能会给美国的风险
转嫁带来一些阻力遥 不过美国
仍然可以充分利用美元的国际
化地位袁 相对轻松地把风险转
嫁给其他国家遥

日本推行赤字货币化袁 部分
还是在为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房
地产崩溃买单袁 是想竭力稳定近
年来刚刚有所起色的日本经济袁
避免再发生恐怖的房地产崩盘遥
在日本经济面临上行还是下行的
关键时刻袁 新冠疫情的暴发给包
括奥运会在内的日本振兴经济的
积极因素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遥 所
以袁日本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袁
更多的还是在补漏洞尧填窟窿遥

中国既不像美国那样存在着
严重的金融泡沫袁 需要通过赤字
货币化来化解泡沫带来的影响袁
稳定金融和市场袁 也不像日本那
样需要通过赤字货币化来为房地
产市场崩盘买单遥 中国需要做的袁

是如何调整信贷资金结构袁 让已
经扭曲的信贷资金结构归位袁让
实体经济成为信贷资金的分布主
流袁而不是房地产尧政府融资平台
等遥

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到现在袁中国释放的货币并不少袁
一些人甚至认为出现货币超发现
象袁其实不然遥 为什么实体经济仍
然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袁 关键就
在于信贷资金的流向出现了问
题袁货币政策的传导不畅通遥 中央
反复强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袁就
是看到资金流向不合理的问题遥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袁 释放再
多的资金也无法解决实体经济的
资金问题遥 而赤字货币化袁最终也
会沦为房地产企业尧 政府融资平
台及少数大企业的福利袁 从而引
发更多的矛盾尧带来更大的问题遥

赤字货币化对中国来说就是
一副毒药袁不能随便服用遥 货币财
政政策重点应放在信贷资金存量
结构调整上袁 至少应当将存量结
构调整与增量扩张相结合袁 而不
能单纯扩张增量遥

受疫情影响袁 今年的高校毕
业季大不一样袁 没有穿梭校园拍
毕业照袁 没有校长现场为毕业生
拨穗袁更没有毕业晚会同学相聚遥
取而代之的是毕业视频制作尧线
上毕业礼尧网购学位服遥 虽然不少
毕业生曾对线下毕业礼的取消表
达遗憾袁但当体验完野云毕业冶活
动后纷纷表示收获满满袁 在线方
式也让毕业生有了深度的参与感
和动情的体验感袁 一些未能实现
的遗憾反而让毕业生更加珍重同
窗友谊袁倍加感恩父母亲人遥

野云毕业冶 虽是无奈之举袁但
得益于现代科技和 5G 网络的普
及袁野云毕业冶 加入了更多互动元
素袁 场景细微真实袁 画质呈现流
畅遥 毕业生不仅可以同步在线参
加毕业典礼袁 一些学校的毕业生
还可通过 AI 技术自动生成穿着
学士服的毕业照袁 通过虚拟技术
体验校长拨穗的仪式遥 疫情期间袁
毕业生户外活动减少袁 大量时间
留在家中袁 线上活动的参与度更
高袁 客观上也让学生们能较完整

地参与到毕业季活动中袁 感受每
一个环节的重要意义遥

野云毕业冶让学生有更多的参
与和互动遥 制作短视频尧录制毕业
祝福尧聆听毕业寄语袁每一次收集
遴选素材都是一次对大学时光的
回顾袁 一幕幕场景如同电影般在
脑海里回放遥 一位毕业班班长号
召同学们提供以前在学校拍的短
视频尧照片袁剪辑制作了班级毕业
视频遥 里面有寝室打闹的画面尧课
前说笑的画面尧 食堂饭菜的画面
噎噎野打开视频的那一刻袁我鼻子
就酸了遥 冶野大学时光的点点滴滴
浮现在眼前遥 冶 野最近袁我的朋友
圈总被同学们的毕业感言尧抠图
毕业照尧 校园老照片等刷屏 冶
噎噎制作的过程是一种回顾袁构
思呈现的过程是一种总结袁互动
的过程是友谊的深化遥 这恰恰是
野云毕业冶 以特别的方式告诉学
生袁要珍惜过往袁更要用心创造
比现在更美好的生活遥

野云毕业冶教育学生更加懂得
珍惜遥 野云毕业冶的某些体验确实

无法比拟线下活动袁 与亲朋好友
合影留念袁与大学同学挥泪告别袁
与宿舍好友畅聊通宵不醉不归遥
但恰恰因为这些过去理所当然的
场景的缺失袁更让我们懂得友谊
的珍贵袁相聚的难得遥 正如一位
学生所言袁期盼许久的毕业季最
终在野云冶上进行袁很多规划好的
行程都没能实现袁 多少有些遗
憾袁心里有些空落落袁但也正因
如此袁 我更加怀念在学校的时
光遥 人生旅途总是充满着各种遗
憾袁来不及告别的人袁来不及表
达的情谊袁 突如其来的各种变
化遥 勇于面对尧学会适应是必备
的能力遥 野云毕业冶用遗憾告诉我
们袁应当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袁珍
惜身边的每一个人袁 奋力拥抱美
好的未来遥

野云毕业冶 虽然不期而至袁但
却为毕业生呈上了一堂生动的人
生课遥 当下袁各高校在线毕业活动
如火如荼袁 毕业生们大可尽情享
受袁用心体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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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毕业，人生生动的一课

今年 4 月 17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袁首次提出野六
保冶袁即保居民就业尧保基本民生尧保市场
主体尧保粮食能源安全尧保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尧保基层运转遥 全国两会上袁野六保冶写
进叶政府工作报告曳遥

这是应对疫情影响提出的工作策略遥
我国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袁 但全球疫情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害袁
所以袁在原野六稳冶的基础上提出了野六
保冶袁由野稳冶到野保冶袁凸显了党中央应对疫
情影响的战略安排遥

保就业遥 第一保袁原来提出的野六稳冶
第一稳是野稳就业冶袁因为野就业是最大的
民生冶遥 野优胜劣汰冶的市场经济社会存在
一定的失业现象是正常的袁但失业过多势
必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遥 传染性强的疫情
使得就业形势严峻袁因此袁野保就业冶成为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袁各级政府必须尽最
大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袁尽量降低失
业率遥 允许城市野地摊经济冶的存在就是保
就业的一项举措袁让无业人员通过简便的
野摆地摊冶做些生意袁赚点生活费袁减轻民
生压力遥

保基本民生遥 基本民生主要指教育尧
医疗尧社会保障三大公共产品供给遥 虽然
经济增速下降袁财政收入减少袁但事关国
家发展大计的教育尧事关国民生命健康的
医疗尧维护弱势人群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
支出均必须确保遥

保市场主体遥 主要指野保企业冶遥 这与
野保就业冶紧密相联袁因为一家企业倒闭袁意味着一群人
失业遥 少量企业破产倒闭难免袁也正常袁但超过一定量
就会成为大问题遥 所以袁要通过减免税费尧提供信贷等
措施袁努力维持更多企业的生产经营遥

保粮食能源安全遥 粮食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袁人
可以不要汽车尧手机尧家电等现代生活用品袁但不可能没
有粮食袁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遥 由于疫情蔓延影响到
外贸袁因此袁从中央到地方袁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和
其他支持袁强调不能荒芜良田袁粮食供给主要靠自己遥我
国石油 60%以上依靠进口袁目前石油仍然是我国最重要
的能源袁能源是现代生活工作的动力袁在疫情蔓延世界尧
交通大受影响的背景下袁 能源安全也显得格外重要袁所
以将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放在一起重点着力保护遥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遥 现代生产是建立在分工合
作基础上的袁形成各条产业链袁只有每个链条均正常运
转袁才能生产出某一终端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袁否则袁只
要某一环节中断袁产品就无法完成遥 要努力使疫情对经
济的负面影响尽量降低并重振经济袁 必须确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袁各企业相互密切协作袁在有效防控疫情的
前提下确保经济各环节关口畅通遥

保基层运转遥 指保证基层基本工作经费袁包括工作
人员正常的工资待遇袁 使承担基层社会治理之责的基
层党政事业机构正常开展工作遥 疫情增加了社会治理
的负担袁 社会越是面临风险挑战袁 基层治理的责任越
大袁必须确保必要的物资和人员力量维持基层运转遥

野六保冶是党中央为了应对由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
而提出的重要举措袁全国上下应当认真领会和落实袁努
力化解风险尧 应对挑战袁 使我国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进
行遥 周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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