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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中国银联昨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5.1”小长假期间（5月 1
日至5月3日）银联卡跨行交易总

额突破 2200亿元，交易笔数达到

1.8亿笔，创出同期新高。节庆促

销及旅游出行成为拉动假日消费

的主要增长点，而餐饮、娱乐等日

常消费则趋理性。

与去年相比，今年“5.1”小长

假期间，银联卡跨行交易金额和

笔数分别同比增长 10%和 18%。

其中，5月 1日当天，银联卡跨行

交易笔数达到 6725万笔，为近年

来各节假日交易笔数峰值，增长

主要来自于居民衣食住用行等日

常类消费（而非大额及批发交易

等）和ATM取现、查询等。

从各行业的交易分布来看，

“5.1”小长假期间超市和大型家

电类消费增长较大，同比增速分

别为 22%和 12%。同时，网购已

经成为购物消费的主要方式之

一，假日期间“银联在线支付”交

易额同比增长164%，其中跨境海

淘交易金额增长140%。

而与假日出游密切相关的

交通和旅游行业，交易增长更为

抢眼。“5.1”小长假期间，航空、

加油及交通运输类商户交易金

额分别同比增长 23% 、55% 和

20%，铁路刷卡购票交易金额同

比增长 73%。持卡人游玩出行

期间，餐饮、宾馆消费和大型景

区购票交易金额分别增长 4%、

12%和 20%。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注册在浦东康桥的吉祥航空近

日披露 IPO 招股书申报稿（预披

露），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亿股，

募集资金近 20 亿元，用于购买飞

机。一旦该公司登陆上交所，其将

是均瑶集团控股的第二家A股上市

公司，此前均瑶集团已控股大东方。

记者从浦东金融局获悉，发布

预披露的浦东企业已达7家，除吉祥

航空外，还包括联明机械、红星美凯

龙、国泰君安、岱美汽车、金桥信息

和飞凯光电。

募资用于购7架飞机

吉祥航空 IPO 预披露材料显

示，该公司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8.57%。根据询价结果，若预计募

集资金净额超过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总额，将由控股股东均瑶集团向投

资者转让老股，老股转让数量不超

过 4000万股，新股发行与老股转让

总量合计不超过2亿股。

据吉祥航空透露，IPO募集资金

不超过19.81亿元，用于购买7架A320
系列飞机和2台备用发动机项目。

截至去年年底，吉祥航空共拥

有运营飞机 34架，其中包括自购飞

机 12架、通过自购售后融资租赁回

租引进飞机3架、通过经营租赁方式

引进飞机19架。在此次募集购买飞

机后，吉祥航空自购飞机将达19架。

2013 年，吉祥航空实现营业收

入 59.30亿元，同比增长 33.29%，实

现 净 利 润 3.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80%。

资料显示，吉祥航空注册资本

金5亿元，均瑶集团为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为 81.02%，均瑶投资持股比

例为 3.46%，该两家股东的实际控

制人均为王均金，此外其弟王均豪

直接持有吉祥航空的股权比例达

5.52%。据悉，均瑶集团同样注册在

浦东康桥。

在吉祥航空发行不超 2亿股A
股后，王均金、王均豪及其家族在公

司持股比例尽管会随之下降，但合

计持股比例仍将超六成。

开拓廉价航空市场

吉祥航空预披露材料的一大亮

点是透露该公司正在开拓廉价航空

市场。据透露，吉祥航空正与亿利

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自然人纪广平共同发起设

立九元航空有限公司，各方出资比

例暂定为69%、15%、10%和6%。

之所以命名为“九元航空”，是

因为届时该航空公司将有部分特价

票低至9元、19元。

根据民航局的批复，九元航空

筹建期限自 2014 年 2 月 12 日至

2016年2月11日。

吉祥航空披露，九元航空注册

资金 6 亿元，以广州白云机场为基

地，主营国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负

责人是纪广平，他是王均金的连襟，

此前担任吉祥航空董事、副总裁职

务，目前已辞去相应职务，专注于九

元航空的筹建。

为何将基地选在广州白云机

场，吉祥航空解释，主要是由于该机

场与东南亚相关旅游国家距离较

近、珠三角城市群消费能力强及合

作意愿较高。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自 3月 17日首批私募基金备案

以来，目前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已达686家。与此同时，备案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发行的备案私募基金产

品已达11只。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网站公示

信息，截至4月28日，已经有11只私

募基金产品备案完毕，类型既包括了

投资于A股二级市场的股票型，也有

专注于高风险的期货衍生品的，还有

低风险的债券私募基金，甚至还有一

只房地产私募基金产品在列。

首只法律意义上的私募基金

产品为重阳投资旗下的重阳 A 股

阿尔法对冲基金。此外，11 家完成

备案的私募基金中，上海富舜投资

和上海世诚投资旗下各自备案发

行的产品分别为 3 只。其中富舜

投资旗下包括共赢 1 号基金、共赢

2 号基金和共赢 3 号基金，世诚基

金旗下则为季和稳健套利基金、诚

祥主题投资基金和诚明对冲策略

基金。

其他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还包

括东航金控旗下的种子一号资产管

理计划、上海耀之资产管理中心的

堂庭宏观收益基金、北京乐瑞资产

管理公司旗下的宏观配置基金以及

荣盛泰发（北京）投资基金公司旗下

的石家庄城市发展基金一期。

公示信息显示，这 11 只私募基

金的备案时间从 3 月 28 日到 4 月

21 日，从公示表上，可便捷地查询

到基金管理人的登记编号、注册资

本、高管姓名和法定代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工作履

历等。

记者注意到，重阳投资和世诚

基金注册地和办公均在浦东，耀之

资产和富舜投资尽管注册地不在浦

东但办公地点均在浦东，因此 11只

已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中的 8只可

谓诞生在浦东。

事实上，浦东已成为私募基金

的聚集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浦

东地区的私募基金资产规模逼近

600 亿元，占上海总量的七成，全国

规模排名前 10的阳光私募公司中，

共有7家聚集在浦东新区。

不仅如此，全国最大的期货投

资基金之一的混沌投资和全国最大

的跨境对冲投资管理基金景林资产

也已落户浦东，而全球最大的期货

投资基金元盛资本、全球最大的债

权基金肯阳资本以及全球对冲基金

龙头道富基金等众多国际知名私募

基金公司也已进驻浦东。

记者获悉，为了进一步加快私

募基金在浦东集聚，浦东正在研究

出台针对私募基金的扶持政策，主

要涉及落户和增资奖励、人才培训

和系统研发费用补贴等。相关部

门提交的一份浦东私募基金发展

意见则建议，借鉴对冲孵化器模

式，通过政府牵头，积极吸引国际

知名管理公司设立私募基金孵化

器，为私募基金提供专业化的募

资、支付、份额登记、估值甚至 IT
等中后台服务。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作为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

安保险因在公司揭牌时，得到互联

网金融圈“三驾马车”（阿里巴巴创

始人马云、腾讯主席马化腾、中国平

安董事长马明哲）联合站台而蜚声

业界。尽管三马联合卖保险盛名在

前，但众安保险近日却因为投诉量

居前而被保监会点名。

4月30日，保监会公布了一季度

保险消费者投诉情况，统计显示，今

年一季度，中国保监会机关及各保

监局共接收各类涉及保险消费者权

益的有效投诉总量 5984件，同比上

升 18.40%。在投诉事项上，财产险

方面主要以理赔/给付纠纷占比最

多，达 74.56%；人身险投诉事项上，

退保纠纷和保险公司销售违规占比

居前，分别为33.19%、29.28%。

在概述财产险公司投诉情况

时，保监会指出，今年第一季度保监

会和各保监局收到涉及财产险公司

的投诉 2439件。其中人保财险、国

寿财险等公司投诉量居前。但从单

位保费的投诉件数分析，有 33家财

产险公司高于平均值。其中，投诉

量第一位即是众安保险，为 19.57

件，较第二名利宝保险（9件）高出一

倍多。

保监会指出，众安保险第一季度

亿元保费投诉量居财产险公司第一

位，远远超过财产险公司亿元保费投

诉量平均值。投诉主要涉及退货运

费险的理赔时效和退保等方面，此险

种虽然单笔保费金额低，赔付金额

低，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网购人

群的增加，保险消费者对此险种的投

诉增长，公司应高度重视。

对此，众安保险公关部人士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互联网保险公

司有别于传统险企，客户量大，在保

费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亿元保费投

诉就会更多。”

据了解，去年10月，众安保险由

阿里巴巴、腾讯、携程等互联网企业

与中国平安共同推出，公司注册资

金10亿元人民币。众安保险所获得

保监会审批的牌照是国内第一家也

是全球第一个网络保险牌照。去年

12月5日，众安保险开始正式推出保

险产品。截至今年 4 月 30 日，公司

保险客户数超6000万。据保监会数

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众安财产保

险的保费收入已初具规模，达到

4569.94万元。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在增速持续下行的背景下，

我国经济如何守住底线？在近日

主题为“中国经济如何守住底线”

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国泰君

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目

前金融改革节奏过快，已远超实

体经济的改革。

林采宜阐述称，在余额宝等

货基的挑战下，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率也水涨船高，不少超过 6%，

“在这么高的融资成本下，银行要

多高的收益才能获利？为了获

利，银行只能提高风险偏好，带来

的后果是资产质量下降，这即是

潜在的金融体系系统性隐患。”

在林采宜看来，随着我国经

济增速下滑，这一金融风险会逐

步暴露，“要化解这些隐患，不能

将跑在前面的人拉住，只有实体

经济改革跟上去，其中国企改革

堪称重要一块。”

林采宜表示，银行现在信贷

资产占比最大的一块是国企的信

贷资产，国企信贷资产的收益率

和安全性如何保证？这就是真正

改革国企的治理结构，比如用淡

马锡模式，用市场化的方式招聘

职业经理人，让其追求国有资产

的最高回报率，同时以资产回报

率作为硬约束。

“让银行家管理银行，这才是

提高整个国企信贷资产质量和回

报率最重要的挑战。”林采宜表

示。

林采宜同时表示，在经济结

构调整的背景下，最关键的结构

性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像

竹竿，捅到哪里哪里通，非常有

效。”她预计，今年出台减税措施

的可能性非常大，减税的对象则

是需要政策扶持的新兴产业、中

小企业以及低收入者等。

吉祥航空IPO拟募资近20亿
浦东已有7家企业发布预披露

11家私募基金产品完成备案
8只诞生在浦东

众安保险投诉居高被点名

林采宜：
金融隐患待解

银联跨行交易
小长假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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