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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在九部委联席会议上，央行对 P2P
网络借贷行业非法集资行为做了界定及风险

提示，明确要求，建立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第

三方资金托管机制，平台不直接经手归集客

户资金，也无权擅自动用在第三方托管的资

金，让 P2P 网络借贷平台回归撮合的中介本

质。

P2P第三方资金托管机制，业内已有先行

者。记者从汇付天下获悉，早在今年年初，汇

付天下已建立了国内首个第三方 P2P 托管账

户体系。“经过近 1年的多次系统升级和测试，

目前这套系统已稳步运营。”汇付天下透露，

“目前已有近百家P2P网贷公司接入了汇付天

下的P2P托管账户。”

一直以来，困扰P2P企业和监管单位的难

题就是如何去保障信息的匹配和资金的安全，

而汇付天下 P2P 托管账户体系所提供的完整

的资金安全解决方案，为 P2P 平台找到了答

案，可帮助P2P平台实现在健全的风险管控体

系基础上，为中小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专业、

可信赖的投融资服务。

汇付天下 P2P 托管账户从交易的前、中、

后三个阶段进行立体化、全方位风险把控。

交易前：多重身份验证，信息统一匹配。

与通常意义上用户概念中的“托管”不同，汇付

天下的P2P托管账户彻底打通了P2P平台和汇

付天下自身的账户体系及身份验证体系。每

一位投资人在 P2P 平台注册时需要同时开通

汇付天下的实名资金账户。账户需要在通过

实名认证、银行卡鉴权和手机号三重验证，并

设定交易密码后，才可以开立使用。

交易中：即时交易匹配，实时账户监控。

在P2P平台中，投资者所有与资金相关的操作

（如主动投标、自动投标、主动取现等），都必须

在汇付天下输入密码授权后，方可实现。在此

交易过程中，P2P平台根据来自汇付天下订单

进行交易匹配，彻底杜绝平台私自动用资金或

绕过投资者的风险；反之，投资者如需动用账

户资金（如取现和交易确认、变更绑定银行卡

等），也需验证汇付天下托管账户密码以及短

信验证码。

相对应的是，汇付天下也将对P2P平台上

每一笔账户充值、借款、取现等交易进行实时

监控，投资人的账户资金发生变动时，会第一

时间以短信通知的形式提醒到投资人。

交易后：定期实地抽查，严格风险控制。

对于非交易情况下的日常托管账户运营，汇付

天下 P2P 托管账户体系会定期对合作平台的

每一笔借款交易进行实地抽查，一旦发现异

常，立即暂停交易并冻结该平台所有资金。

汇付天下表示，在央行等监管力量的推动

下，通过托管账户实现P2P平台资金与信息流

分离是行业大势所趋。

除了汇付天下外，富友支付等第三方支付

企业也已尝试为P2P网贷平台托管资金。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目前，P2P贷款之所以

没有发展壮大，除了政策原因，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缺少良好的配套”。第三方资金托

管对 P2P贷款的作用，好比支付宝之于淘宝，

会像催化剂一样带动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换

言之，P2P平台资金托管也将是第三方支付企

业的一个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绿地控股近日宣布将增资扩股 21亿股。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的挂牌信息，

21亿股对应股权约为总股本的 20.25%，挂牌

价格118.02亿元，约合每股5.62元。

增资扩股完成后，绿地集团总股本将由

原来的 82.72亿股增至 103.72亿股，注册资本

金也将由82.72亿元增至103.72亿元。

绿地控股表示，此次拟增资扩股、引入战

略投资者，将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

制，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潜力、活力与竞争力，

实现绿地控股更加市场化、公众化、国际化。

挂牌信息显示，绿地控股目前的股权结

构为：绿地控股职工持股会持股36.43%，上海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持股26%，上海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5.03%，上海地产集

团全资子公司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65%，以及天宸股份持股2.89%。

上海城投以及上海地产集团均为上海国

资委全资控股，这意味着绿地控股目前国有

股份的比例达到 60.68%，而绿地集团员工持

股会持有的36.34%则属于集体股份。

此次增资扩股，绿地控股明确投资人必

须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内资企业法

人或境内内资合伙制企业，并且对投资人的

条件做出了严格限制。

若意向投资人为企业法人，其出资人或

实际控制人应为非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或自然

人（民间资本），且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 10亿

元，净资产不少于 10 亿元，连续三年盈利，

2012年度销售收入不低于200亿元，净利润不

低于 20亿元。此外，意向投资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为非房地产行业，即主营业务

收入中房地产销售收入占比不高于50%。

若意向投资人为合伙制企业，则须为境

内注册的人民币基金，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

人）和投资人均为内资，且基金管理人（普通

合伙人）为非国有绝对控股，基金总规模40亿

元以上。

显而易见，绿地集团有意通过此次增资

扩股，将国有股份在绿地控股的比例降至50%
以下。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绿地控股营业

收入1746.25亿元，实现净利润81.3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绿地控股目前正处于与

金丰投资的重组进程中。近日，金丰投资公

告称，由于重组涉及的资产数量较多（涉及数

百家法人实体）、范围较广（涉及房地产、能源

等多种行业）、体量较大，因此重组方案尚需

进一步论证和完善，过程中还需就有关事宜

咨询、征求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意见，完成相关

工作所需时间较长，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将不

迟于明年1月23日复牌交易。

事实上，绿地借壳金丰投资不仅仅是单

纯的收购，而且关联到整个上海国资地产系

统的整合。作为上海国资委旗下重要资产，

推动绿地上市符合上海国资委资产证券化的

目标，上海国资委旗下的上海地产集团、上实

集团、绿地集团中，当前只有绿地集团没有自

己的A股融资平台。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上海银行多年悬而未决的上市路，让一些

小股东渐渐失去耐心。近日，一位小股东每股

开价 10 元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上海银行股权，

以该价格计算估算，上海银行总股本 42.34亿

股的估值已达423.4亿元。

转让估值低于上市城商行

近日，一笔上海银行股权现身上海产权交

易所，涉及的规模为55.8158万股，转让价格为

558.158万元，每股价格10元。数据显示，上海

银行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72.90亿元，实现净

利润75.14亿元，净资产为422.72亿元。

参考总股本 42.34亿股，上海银行 2012年

每股收益为 1.77元，每股净资产为 9.98元，此

次转让价格每股 10元对应的市盈率和市净率

分别为5.65倍和1倍。

记者查阅已上市的银行股发现，参照同期

财务数据，上海此次股权转让对应的市盈率低

于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三家城商

行，市净率则处于中间位置，低于宁波银行、高

于北京银行，与南京银行相当。

或与IPO未有效推进有关

挂牌信息显示，转让方为上海群建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持有上海银行

的股权比例为0.013%。此次转让后，该公司将

不再持有上海银行股权。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上海银行小股东之所

以转让股权，或与该银行上市迟迟未能有效推

进有关，“再加上上海银行拟筹集定向增发，为

了防止股权被稀释，一些小股东已失去耐心。”

据悉，上海银行 2000 年透露上市意向、

2006 年整合、2008 年正式启动 IPO，2010 年 5
月公布 IPO方案，拟发行A股不超过 12亿股，

2011年上报方案，迄今依然未传出实质进展，

IPO之路已走了十余年。

面对 IPO持续延期，上海银行不得另谋出

路补充资本公积金。11月 11日，上海银行举

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行发行

人民币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债券与定向增发

的提案。未来三年，上海银行除了打算发行最

多150亿元、期限不少于5年的二级资本债券，

还将定向增发不超过 4.7 亿股，将总股本从

42.34亿股提高至47.04亿股。

估值423亿元超南京银行

尽管此次上海银行股权转让涉及的规模

只有区区 55 万股，但却反应出上海银行估值

之惑。

按照每股 10 元的转让价估算，上海银行

总股本的市值约为423.4亿元。

这样的规模已远高于上市银行宁波银行

和南京银行。目前，该两家银行的总市值均未

超过300亿元。

资料显示，上海银行第一大股东为上海联

合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9.24%，香港上

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分别持股8%和7%。

值得一提的是，汇丰此前曾传出，其有

意抛售上海银行股权，按照每股 10 元的价

格，其持股市值已经达到 33.87 亿元。而

2002 年，汇丰买入该股时所耗费的成本为

5.2亿元。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26日，银联国际宣布，启用“银联国际东

南亚代表处”的名称。中国银联总裁时文朝、

银联国际首席执行官蔡剑波与当地员工共同

为东南亚区域总部办公室揭幕。

东南亚是银联国际规划布局中的重要市

场，东南亚代表处负责东南亚 10国及南亚 5
国的银联卡业务拓展，区域总部位于新加

坡。自 2005年新加坡成为第一个开通银联

卡受理的境外国家以来，东南亚地区的银联

卡业务拓展不断取得突破。

目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

律宾、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等 10
国均已实现银联卡受理，其中 9个国家已经

在当地发行了银联卡。同时，跨境网上支付

业务推广也正在加速。

时文朝表示，东南亚是东西方文化的

交汇地，与中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

增多，跨境支付需求日益增长。为给全球

银联卡持卡人在东南亚地区用卡提供便

利，银联不断创新产品、完善服务，并在东

南亚七国派驻了服务代表，与合作伙伴共

同开拓市场。

东南亚作为中国游客到访最多的境外

地区之一，使用银联卡非常便利。其中，新

加坡 99%的 ATM 和 70%的商户均可受理银

联卡；泰国几乎所有 ATM 和超过 70%的商

户均可使用银联卡；马来西亚境内 9 成以

上 ATM 可使用银联卡提取当地货币；越南

超过 80%的 ATM 和 90%商户也已经覆盖。

随着银联卡芯片化迁移工作的推进，东南

亚市场受理银联芯片卡的商户范围也正逐

渐扩大。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国内首个针对卖家、小二、淘女郎等电

商创业人群的保障平台正式上线。26日，小

微金融服务集团（筹）淘宝保险携手泰康人

寿推出“乐业保”，依托互联网运作，引入定

制化保障，向电商平台上的卖家、小二等群

体提供意外、医疗、养老等保障服务。

数据显示，目前淘宝卖家店铺超过 700
万家，衍生出网络卖家、店铺小二等就业人

群。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群体存在“缺保”

的现状，创业者承担着潜在风险。

乐业保平台目前包括两个产品，即乐业

保1号和乐业保2号。以乐业保1号为例，其

保额 10万元，保费则是每人每个月 10元，一

个人一年的保费也只需要 120元，而其保障

则是癌症和身故，其中癌症是只要确诊即可

以赔付的。乐业保 2号，保障范围是住院津

贴，保障金额50元每天，每人每个月只需要5
元。

据悉，乐业保目前已经实现了全程互联

网化，往常被诟病的保险理赔环节，如意外

的理赔，只要在线填写申请材料并上传相关

资料，理赔金额就会打入相应支付宝账户。

乐业保10月底低调试运行，在未推广的情况

下已有8000人投保，而它的目标是一年内实

现200万人次投保。

汇付天下打造国内首个P2P托管账户

小股东每股开价10元转让

上海银行估值超400亿元

绿地控股拟引进非公投资者
增发21亿股募资118亿元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布公告称，决定自今

日零时起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汽油、柴油价

格每吨分别提高160元和155元。经测算，90
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

分别涨0.12元和0.13元。

发改委表示，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

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根据11月

28日前 10个工作日国际市场原油平均价格

变化情况计算确定的。11月中旬以来，受冬

季用油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油价

震荡上行，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油价上调是年内第

七涨，也是“三连跌”后的首次涨价。2013年

以来，国内油价目前历经了 14次调整，其中

“7涨7跌”。

中宇资讯表示，以此次柴油价格每吨

上调 155 元测算，本轮调价将促使企业在

下轮调价节点到来前（12 月 13 日）增加

0.93%的运输成本，进而增加 0.6%的物流成

本。以载重 30 吨重卡为例，月跑一万公

里，百公里油耗 40 升，下轮调价节点来临

前相应增加 260 元左右。出租车方面，以

单车日跑 400 公里耗油 40 升计算，月度油

耗成本将增加 150 元左右，而私家车方面

影响甚微。

首个“电商社保”
平台上线
淘宝店小二可自购医疗险

银联国际东南亚
区域总部办公室揭幕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从 11月 26日开始，淘宝将为‘双 12’派
发总额 3亿元的现金红包，其中绝大部分只

能通过手机淘宝领取。”今年淘宝的“双 12”
活动中，将主打移动购物。

随着移动购物的风生水起，移动支付也

迎来爆发性增长。央行近日发布的第三季度

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第三季度全国

移动支付业务4.98亿笔，金额2.90万亿元，同

比分别激增300.97%和490.20%。

如此的增长速度，已经把其他电子支付

方式远远抛在脑后。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

网上支付金额同比增长仅增三成，而电话支

付业务更是正在以20%的速度下滑。

上述数据反映了消费者网购支付的习惯

正在悄然改变。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移动支付将呈现爆

发式的增长，预计今年全年移动支付市场规

模会超过 8000 亿元，是去年规模的 5 倍以

上。

央行数据还显示，消费者越来越喜欢刷

卡消费。三季度，使用银行卡消费的业务笔

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43.47%和 48.73%，其

中跨行消费业务 17.60 亿笔，金额 6.12 万亿

元，分别占银行卡消费业务量的 53.14%和

73.94%，人均消费金额达到 6097 元，同比增

长近5成。

三季度移动支付
同比激增5倍

今起汽油上调
每升涨约0.12元

上海银行的上市之旅并不平坦，近期更是遭遇小股东挂牌转让股权。 □本报记者 孙竹芗/摄

寻求借壳金丰投

资（600606）以实现整

体上市的绿地控股，近

日宣布将增资扩股21

亿股，以“引进战略投

资者，完善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