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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的推出，标志着人民

币国际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利于增强人

民币在英国的流动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走出

去”，甚至不排除逐步使国际货币体系形成新的

均衡格局。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6 月 19 日起，人民币对英镑正

式“甩开”美元直接交易，英镑从而

成为继美元、卢布、日元、澳元、新西

兰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之后，与人民

币直接交易的第七大币种，此举在

有效降低经济主体的汇兑成本的同

时，将增强人民币在英国的流动性，

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可增强人民币流动性

直接交易下，银行间外汇市场

人民币对英镑交易实行做市商制

度，做市商连续提供人民币对英镑

直接交易的买、卖双向报价，为市场

提供流动性。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中

间价由做市商报价形成，此前则根

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以

及美元对英镑汇率套算形成。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汇丰银行

和渣打银行等相继宣布，已获批成为

首批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的做市

商。6月19日早盘，渣打银行与中国

银行成交了银行间市场首笔人民币

对英镑的直接交易。

“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的推

出，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又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它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

英国的使用，有助于降低货币兑换成

本，从而促进中英两国间的双边贸易

和投资往来。”汇丰中国副董事长、行

长兼行政总裁黄碧娟指出。

目前，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三

大贸易伙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

年前5个月，我国向英国进出口商品

规模为 1851.76亿人民币，在欧洲仅

次于德国和俄罗斯联邦。

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有利于

增强人民币在英国的流动性，进一步

推动人民币“走出去”，甚至不排除逐

步使国际货币体系形成新的均衡格

局。伦敦金融城近日报告显示，2013
年伦敦人民币外汇交易量每天高达

253亿美元, 同比增长 50%。伦敦是

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其外汇

交易量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1%。

为了增强人民币对进出口商的

吸引力，央行 6月 18日和6月19日授

权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和中国银

行法兰克福分行分别担任伦敦和法兰

克福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是首批在

亚洲之外设立的人民币清算行。

企业汇兑成本降低

记者从汇丰银行获悉，人民币和

英镑直接交易首日，中英两国企业对

这一新的交易方式非常关注，其中雷

士照明英国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的

协助下，卖出英镑买入了人民币。该

公司是我国照明龙头企业雷士照明

在英国的子公司。

一位银行人士告诉记者，不考虑

汇率变化的情况，直接交易下，每

1000 英镑兑换成人民币，比通过美

元汇率间接兑换，手续费大约可节省

5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也

在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记者注

意到，直接交易首日，人民币对英镑

中间价为 10.4766，较前一交易日大

幅走低 353个基点，6月 20日，该汇

率中间价再次走低 276 个基点至

10.5042元，至此，人民币对英镑连续

两个交易日贬值幅度高达0.595%。

如果按照以往通过美元中间价

套算，6月 2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

价为6.1559，1英镑兑换1.7039美元，

则人民币对英镑中间价为 10.4888，
相比较直接交易下的 10.5042，走高

154个基点。在这种情况下，1000英

镑兑换成人民币，直接交易比通过美

元间接兑换，要多出16元人民币。

“在人民币对英镑贬值背景下，

包括出口商在内的英镑持有者，将获

得包括汇兑成本以及英镑升值的双

重好处，但对于赴英国留学等需要英

镑的个人而言，尽管汇兑成本降低

了，但或将存在无法弥补人民币贬值

带来的损失。”一位业内分析人士向

记者表示。

人民币对英镑可直接交易
可降低汇兑成本 增强人民币流动性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近日在

出席华侨银行主办的春天论坛时表

示，风险防范是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

的保障性内容，在严格按照“风险可

控”原则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同时，市

金融办将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风险防

范工作，为自贸试验区创新试点营造

良好的环境。

郑杨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自去

年9月以来，金融改革创新在机构集

聚、金融市场搭建、业务功能拓展等

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截至 5月底，

区内集聚了近 2300家金融机构，占

新设企业的24%；包括上海期货交易

所、上海黄金交易所等在内的金融要

素市场均已在区内设立了面向国际

的交易平台，其中金交所旗下的黄金

国际板将在今年四季度正式启动；一

行三会已出台 51项金融创新措施，

其中日前刚刚获准开立的自贸试验

区自贸账户，为区内进一步推动金融

创新奠定了基础。

郑杨进一步表示，风险防范主要

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加强体制和机制

建设以及监管协调，构建自贸试验区金

融安全网，防范跨境金融风险，“市金融

办将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自贸试验区

金融安全网络建设，完善金融监管方

式，推进金融监管创新，进一步加强跨

境之间的流动监测风险和评估。

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及

加强内部管理，处理好风险防范的关

系，对于一些追求利益、忽视风险的

做法，监管层要进行政策指导，进行

内部监督检查等。

三是加大风险法制宣传教育，切

实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利，金融风险

重在预防，监测中如发现违规操作，

及时向社会公布，提高消费者辨别风

险的能力，“市金融办将加强与央行

等部门的合作，创新合作方式，将上

海打造成国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先行示范区。”

自贸区将构建金融安全网
按风险可控原则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很多消费者对于银保产品的

印象不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购买产品时销售人员并未将产品

细则“如实”告知。记者获悉，上

海保险行业制定出台了《银保销售

人员严重违规实行记分和网上通

报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该

办法会对业内严重违规的银保销

售人员进行记分、处罚和通报等处

理。被记3分的银保销售人员，将

被终身禁止销售资格。

就银保产品本身设计而言，

其追求的就是强制储蓄、收益稳

定，产品期限较长，少则数年，多

则几十年。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产

品时，可能并没有打算坚持十几

年不动这笔钱，但由于银行工作

人员对于银保产品模棱两可、避

重就轻的表述，最后依然购买了

产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纠纷。

保监会发布的一季度消费者

投诉情况显示，人身险涉嫌保险

公司违法违规类投诉中，发生的各

类销售违规占违法违规投诉总量

的98.63%，其中涉嫌欺诈误导的投

诉有1040个，主要反映了业务员夸

大产品收益、代签名和代抄录风险

提示语句、银邮代理渠道以理财产

品的名义销售保险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为规范银保销

售，对银保销售工作人员实行奖

优限劣，《办法》对业内严重违规

的银保销售人员进行记分、处罚

和通报。其中，记分表涵盖 21项

严重违规行为及其记分标准。根

据违规记分标准，被记1分的营销

员，将禁止其销售资格一年；被记

2分的营销员，将禁止其销售资格

三年；被记 3分的营销员，将终身

禁止其销售资格。并且，银保销

售人员的违规和记分信息将纳入

上海人身保险综合平台，保留期

至少五年，同时，还实行五年连续

累计记分制。

沪出台银保销售管理办法
营销员积3分将被终身禁售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金融服务进社区”系列

活动走进高行镇，这是今年浦东金

融局举行的第五次类似活动，旨在

普及金融风险防范知识，提高群众

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据悉，此次

“金融服务进社区”系列活动由浦

东金融局联合上海市银行同业公

会、浦东高行镇党委、政府和浦东

公安分局高行派出所共同举行。

在活动现场，高行派出所警

官赵鹿寅结合辖区情况，向居民

讲解了近期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电

讯诈骗新动向和新特点，提出防

范提示；建信村镇银行行长夏云

岚则介绍了银行网点防范金融诈

骗的案例及措施。

“金融服务进社区”走进高行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新股申购开闸后，首批新股受到

了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热烈追捧。4
只新股上周五披露的申购结果显示，

龙大肉食、雪浪环境、飞天诚信、联明

股份网上中签率分别为 0.833%、

0.458%、0.544%和 0.437%，网上申购

合计冻结资金达 2663亿元，如果再

加上网下配售冻结的资金，则该4只

新股冻结资金规模高达3811亿元。

网下配售资金井喷堪称该批新

股发行的又一亮点，4只新股的网下

配售中签率全部低于网上发行中签

率，这在A股新股史上相当罕见。

其中，位于浦东的汽车零部件新

股联明股份最受网下投资者青睐，其

网下配售中签率约为0.076%，刷新A
股网下配售中签率新低。此前，网下

配售中签率最低的保持者为浙江世

宝，为0.14%。

据悉，联明股份网下配售时，432

家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及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263.25亿
元，有效申购数量为26.51亿股，回拨

实施后的网下发行规模只有 200万

股，认购倍数达 1325.55倍，其中，多

个配售对象申购 1200万股最终仅中

签9081股。

4只新股的网下配售均向公募、

社保资金等长期资金倾斜。以雪浪

环境为例，其网下配售中，公募及社

保基金中签率为 0.25%，企业年金和

保险机构中签率为 0.19%，其他投资

者中签率仅为0.078%。

值得一提的是，该批新股发行时

还出现了小插曲，由于某大型国有银

行系统出现故障，多家基金托管在该

行的账户出现异常，申购款未能划

出，网下配售新股失败。记者查阅发

现，飞天诚信、龙大肉食和雪浪环境

3只新股网下配售中出现多家机构

由于网下申购资金不足导致申购无

效的情况。

其中损失最大的当属嘉实基金，

旗下3只基金在申购雪浪环境、飞天

诚信、龙大肉食 3只新股时，均出现

申购资金不足的情况，同时还殃及其

受托管理的社保五零四组合。另外，

富国、泰达宏利等多家基金业同样出

现申购资金不足的情况。

■通讯员 赵申生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支行日前在自贸区

外高桥新发展园区正式开业。据

悉，这是在自贸区开业的第 11家

外资银行支行。

在大华银行自贸区支行正式

开业仪式上，大华银行与上海冠东

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签订了

总额度为 15 亿人民币的贷款合

同，同时与叶水福洋山物流（上海）

有限公司签订了人民币资金池管

理服务合作意向书，以帮助他们的

业务发展。

今日，两只新股将迎来网上申

购，分别为今世缘和一心堂。其中，

今世缘申购代码为732369，发行价为

16.93 元，申购规模上限为 1.5 万元，

申购资金上限为25.395万元；一心堂

申购代码为 002727，发行价为 12.2

元，申购规模上限为2.60万股，申购

资金上限为31.72万元。

4新股申购冻结3800亿元
联明股份网下配售中签率创A股新低 大华银行自贸区支行开业

□吴婷 制图

两只新股
今日申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