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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制度上完善金融业尤其是大银行法人治理，有

效途径之一就是逐步降低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国有

股的持股比例。当前各大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

经营业绩很好，股价却低位徘徊，这是引进社会资本、深

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较好的时间窗口。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在国资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国

有金融业也酝酿深化混合所有制改

革。交通银行昨日发布公告称，该行

正在积极研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可行方案，

以此推动公司改革的深化，强化风险

管控与责任约束机制，激发经营活力

和市场竞争力。

在公告发布后，交通银行继前一

交易日涨停后昨日再次大涨 6.64%，

连续两个交易日累计涨幅已达

17.18。
此前有消息称，交通银行已上报

“深化混合所有制”方案，正在等待相

关部门批准。尽管在公告中未证实

已上报方案，但交通银行表示，将高

度关注国家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

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要求，并推动

深化改革。

今年5月份，交通银行董事长牛

锡明曾公开阐述银行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思路。他指出，尽管中国商业

银行在股权结构上已有混合所有制

之“名”，但尚未完全达到混合所有制

之“实”，距离分市场化、商业化的现

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尚有较大差距。

他指出，交通银行作为上市银

行，在股权结构上已均衡化与多元

化，具有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征，下一

步将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不会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保留外资银

行股份，这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对外开

放水平。

“未来银行应探索建立高管和员

工股权激励机制，建立高管和员工长

期持股计划。”牛锡明当时呼吁。5
月份，交通银行开创A股上市银行高

管集体从二级市场增持自家银行股

票的先河，包括牛锡明、彭纯在内的

13位董事和高管合计斥资 210万元

增持 56.31万股，这被认为在为高管

股权激励作铺垫。

事实上，作为上市公司，交通银

行已形成了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海

外资本共同参与的股权结构。截至

今年 3 月末，财政部持有交通银行

26.53%股份，为第一大股东；汇丰银

行持有 18.70%的股份，社保基金持

有交行4.42%股份。

拟试水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国有金融业并非交通银行一家。近

日披露的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重组

方案中明确指出，存续公司证券子公

司下属机构将探索混合所有制，并积

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进程。

招商证券研究员洪锦屏表示，由

于申万和宏源都是汇金控股的证券

公司，此次公司提出探索混合所有

制，未来有望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把

国资股权比例降至50%以下，并积极

尝试员工股权激励等，可以认为这是

国有金融企业尝试所有制改革的先

进平台。

早在今年年初，中国银行监事、

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在两会提案中

就建议，可选择两家大行和一家大型

保险公司、一家国有控股的券商深化

试点混合所有制。梅兴保表示，要从

制度上完善金融业尤其是大银行法

人治理，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逐步降低

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国有股的

持股比例。他认为，当前各大金融机

构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经营业绩很

好，股价却低位徘徊，这是引进社会

资本、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较好的时

间窗口。

当时市场上即有观点认为，中国

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两个较为适合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一方面，二者

都较国际化，特别是中行境外分支机

构覆盖广，海外影响力在大型银行中

领先；另一方面，交行国有持股比例相

比其他大行低，境外法人汇丰银行持

股比例较高，股权结构相对均衡。

交行确认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金融业酝酿深化所有制改革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宣布与上海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拟共同

打造金融数字化智慧社区，构建金

融在线技术服务平台等。

据悉，双方合作范围还包括高

端资源的整合与置换，比如渣打银

行将为万科高端服务平台——翡

翠联盟会员打造基于渣打臻程和渣

打真逸系列信用卡的境内外生活礼

遇，并向万科翡翠联盟会员及万科

业主提供海外教育的相关礼遇。

万科商用物业客户也是渣打银

行拟开发的客户资源。渣打银行将

与上海万科共同探讨，为万科商用

物业客户提供中小企业融资解决方

案和园区贷等全面金融服务。

双方表示，这一伙伴关系将金

融、房地产、互联网及移动社交有

机地结合，致力于提供最后200米

的金融服务和生活体验，双方将在

上述合作范围内进一步磋商以期

达到相关协议。

这已是渣打近期第二次牵手

房地产企业。7月10日，渣打银行

与龙湖地产签署协议，以前者为主

的一组投资者将出资1.24亿美元，

买下龙湖地产在重庆一地块的

49%的股权。在这种模式中，银行

的角色不再是贷款，而是股权投资

者，这也是我国首个拥有“开发商”

身份的商业银行。

渣打拟打造金融智慧社区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华夏银行上海分行为上

海自贸试验区企业—上海外高桥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办理了进口代

理通项下业务，标志着该行首创的

自贸区进口代理通“一对多”业务

模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根据协议，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将给予上海外高桥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业务委托方—上海三凯进出

口有限公司3.25亿元授信额度，其

中进口代理通额度 2000万美元，

可为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

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外联发进出口

有限公司、上海新发展进出口贸易

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国际酒

类展示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进

口商品等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

司关联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据悉，自贸区进口代理通“一

对多”业务模式主要针对在自贸试

验区注册的企业，通过借助其母公

司或集团内其他核心企业的信用，

创建“一对多”业务模式，以支持企

业开展进口贸易，开展贸易融资业

务。

华夏银行创“一对多”授信
支持自贸区企业贸易融资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7月 26日，浦发银行、城商行资

金清算中心等上海首批 8家机构切

换上线央行第二代支付系统。据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透露，7 月 26 至 28
日，8家机构上线的第二代支付系统

运行平稳、业务处理准确。

第二代支付系统采用统一的

XML格式报文标准，促进了参与机

构间报文格式的标准化和国际化，方

便各参与机构的系统接入和业务处

理，降低各机构间互联的成本。此

外，第二代支付系统支持大小额、网

银业务系统部署到同一处理平台的

并行模式，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系统运

行的稳定性，并降低日常运维的工作

量。

为实现第二代支付系统的平稳

切换、平滑过渡，确保参与者通过支

付系统办理业务的连续性，第二代支

付系统建设推广采取了“支付系统统

一切换、各参与者分步切换”的实施

方案。

据统计，在第二代支付系统“一

点接入、一点清算”的建设规划下，全

国共有 300余家法人参与机构将于

年内陆续切换至第二代支付系统报

文标准，其中选择上海作为第二代支

付系统接入点的法人参与机构多达

45家，为全国最多。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表示，上海首

批 8家机构成功切换的“示范样本”

将为后续推广工作提供经验。今年

9月和11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还将

按计划分两批组织上海其他37家机

构完成第二代支付系统报文标准切

换工作。

对法人参与机构而言，完成第二

代支付系统报文标准切换工作标志

着该机构在系统架构方面已具备了

实现“一点接入、一点清算”模式的技

术基础。随着法人机构所辖全国分

支机构的清算账户逐步归并，各法人

参与机构最终将以“一点接入、一点

清算”方式实现与人民银行第二代支

付系统的对接，这将大大提高参与机

构的资金清算效率和流动性管理水

平。

在组织上海市首批 8家参与机

构实施第二代支付系统上线切换工

作的同时，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还顺利

完成了第二代支付系统备份城市处

理中心（CCPC）的接入实施试点工

作，将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接入上海

CCPC 本地备份接入点（即上海

CCPC同城网络备份中心）。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表示，随着中

国人民银行第二代支付系统建设推

广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在工、农、中、

建、交“五大行”直连支付系统全国处

理中心（NPC）的情况下，与全国其

他地区相比，上海市在全国跨行支付

清算系统“版图”中的地位将进一步

提升，在业务量承载和系统运行稳定

支持方面有望发挥更大作用。

沪首批机构上线二代支付系统
提高资金清算效率和流动性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600663）（陆家嘴）

今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今年 1月

至 6 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11亿元，同比增长14.18%，实现

净 利 润 5.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48%，每股收益0.31元。

记者注意到，陆家嘴上半年物

业租赁及服务性收入占营收的比

重已达78%，其中办公物业租赁收

入 6.20亿元，平均出租率达 89%，

会展物业和商铺物业分别营收

4.54亿元和1.04亿元，场馆利用率

和平均出租率分别为99%和71%。

截至今年 6月底，陆家嘴可租

赁物业面积已达 110万平方米，在

建面积超过 200万平方。另据陆

家嘴董事长李晋昭透露，上半年公

司三栋楼宇按期竣工入市，13 个

项目建设按计划稳步推进，关键节

点目标逐一实现。

陆家嘴预计，截至年末，公司

在营物业面积将达到 142万平方

米，其中可租赁物业面积 120万平

方米，“下半年，公司继续全力促进

核心产品市场化营销业绩，在营物

业至年末的出租率要达到90%；同

时，继续推进包括陆家嘴公馆、天

津海上花苑、天津河滨花苑以及天

津河庭花苑西块一期、浦江镇涵云

雅庭等住宅产品的销售。”

陆家嘴表示，作为控股股东陆

家嘴集团的重要商业房地产平台，

集团参与投资开发的迪士尼和前

滩项目，对于公司房地产发展，是

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公司在控股

股东的支持下，已经成功进军前滩

国际商务区，前海中心作为该地区

标志性建筑，各项前期工作已经全

面启动。

陆家嘴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增16%
可租赁物业面积已达110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银监会昨日宣布，为加大对棚

户区改造支持力度，批准国家开发

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

银监会批准国家开发银行住

宅金融事业部业务范围为：办理纳

入全国棚户区改造规划的棚户区

改造，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

设贷款业务等。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

是银监会贯彻落实国务院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的重

要措施。下一步，银监会将按照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发挥开

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支持作用

的精神，明确监管措施，指导国开

行加强对事业部管控，更好支持棚

改提速，服务国家战略。

据悉，国开行已明确了住宅金

融事业部相关管理架构和业务制

度，人员配置、IT系统改造、办公

场所等开业条件已基本完备。

今年上半年，国开行新增承诺

棚改贷款 6760亿元，是去年同期

的18倍；发放2195亿元，惠及棚户

区居民 213万户。国家开发银行

董事长胡怀邦此前明确要求，打好

支持棚改攻坚战，争取全年发放贷

款4000亿元以上。

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获批

□吴婷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