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期间，证券期货机构在上海

的集聚效应同样明显。上海证监局局长

严伯进昨日透露，“十二五”时期，上海合

计新增各类证券期货法人机构 120家，分

支机构 233家，目前总数分别达到 221家

和946家，约占全国的32%和9%。

此外，上海证券期货行业的资产规模

稳步扩大。据介绍，证券公司的总资产、

净资产、净资本这三大指标均约占全行业

的 1/4，分别比“十一五”末增长 2.8倍、1.7
倍和 2.1倍；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达

到 4万亿元，约占全行业的 1/3，比“十一

五”末增长了 4倍；期货公司总资产达到

了 1392亿，比“十一五”末增长了 2.7倍，

约占全行业的1/3。
严伯进同时表示，“十二五”期间，资

本市场服务上海实体经济也取得显著成

效。其中，直接融资额不断提高，以上市

公司为例，“十二五”时期上海的上市公司

直接融资额累计达到 7457亿元，新三板

企业发行融资达到了 103.6 亿元。“十二

五”末，上海的直接融资比重达到了

39.5%，约为全国的1.6倍。

上海的证券期货机构还积极参与国

际金融中心和自贸区建设。目前，上海有

5家证券公司、8家基金公司已在香港设

立了子公司，并取得了相关的业务牌照；2
家期货公司子公司正在香港筹建；11家证

券公司开展了“港股通”的业务；2家基金

公司率先开展中港基金互认业务。另外，

目前自贸区里面法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及其分公司已有 164家，占整个上海辖区

同类机构的58%，占全国同类机构的12%。

“十二五”时期，上海金融业各科成绩单如何？在昨日举行的“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情

况媒体通气会上，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监局、上海证监局和上海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十二五”

时期，其所在领域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展、取得的成绩作了介绍。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交通银行与杭州银行在上海

举行自由贸易账户间参业务合作签约仪

式，这是在人行上海总部2015年8月发布

《关于上海市金融机构开展自由贸易账

户金融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政策后，全

国首单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间参代

理业务合作。

此次签约，标志着上海自贸区金融

改革中最具创新特色的账户载体——自

由贸易账户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和延伸。

杭州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尚未建立分账核

算单元的银行，通过与已设立分账核算

单元的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合作，采用

“间接参与”模式开展上海自贸区分账核

算业务。据悉，此次间参代理业务合作

采取代客间参模式，杭州银行自贸区客

户可借此开展自由贸易账户相关业务，

从而分享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最新成

果。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有助于进

一步扩大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在上海银行

业中的覆盖面，提升分账核算业务的影

响力，并以此为契机发挥自由贸易账户

更加重要的作用。

交通银行在 2014年 6月通过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评估

和系统验收，成为首批设立分账核算单

元的银行之一。人民银行分账核算间参

政策出台后，交通银行与杭州银行紧密

沟通，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指导下，形

成了具体合作方案，预计将形成市场示

范效应。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金融服务进社区活动”昨日走进浦

东川沙新镇华夏社区，旨在为居民普及

金融风险防范知识，提高居民对各类金

融风险、金融诈骗等的判断力。此次活

动由浦东金融局联合上海市银行同业公

会、川沙新镇人民政府和浦东公安分局

川沙派出所共同举行。

在活动现场，川沙派出所警官结合

辖区情况，向居民介绍了近期发生在身

边的电讯诈骗新动向和新特点，提出防

范提示；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客户

经理则向居民讲解了银行防范金融诈骗

知识以及如何识别第六套人民币假钞。

针对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理财

误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金融志愿讲

师”从两方面给出提示：在购买理财产品

时，要特别关注产品合同中是否有“保本

固定收益率”的字样，并非单纯听理财人

员的介绍；在流动性方面，要知道理财产

品不能像定期存款那样只要放弃部分利

息即可提前支取，在购买时需预留充足

的资金。

记者获悉，这是浦东金融局今年举

行的首场“金融服务进社区”活动。全

年，浦东金融局计划开展 10场金融服务

进社区活动。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服务

进社区活动已连续开展三年，每年参与

人群均超过千人，有效地宣传了金融风

险防范知识。

浦东金融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针对不同的人群，金融服务系列活动

目前已衍生出四个子活动，分别为金融

服务进社区、金融服务进园区、金融服务

进高校和金融服务进企业，将针对参与

人群不同讲解不同的知识，“比如，针对

社区居民和白领的理财知识环节，在针

对企业时将改为邀请专业律师事务所讲

解相关合同诈骗防范的知识。”

上海金融业“十二五”成绩单出炉
在沪持牌金融机构增加429家 总数达1478家

上海保监局局长裴光表示，“十二五”

时期，上海成功启动国际保险中心建设，已

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支柱之一。

截至 2015年末，125家保险公司来沪

发展，比2010年末增加31家。其中，在沪

保险总公司 55 家，比 2010 年末增加 9
家。在沪保险中介法人机构量从 2010年

末 208 家增至 2015 年末 215 家。裴光表

示，上海已经形成了综合性与专业性机构

协同发展，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齐头并

进，原保险、再保险、保险资管和保险中介

协调发展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

创新功能型保险机构迅速发展。目

前，11家航运保险运营中心汇聚上海，功

能性保险机构数量近 70家，覆盖资金运

用、数据后援和审计研发等诸多领域。

全国性重量级保险要素不断落地上

海。全国首家专业性航运保险协会——

上海航运保险协会在沪成立，全国第一个

创新型保险要素市场——中国（上海）保

险交易所获批筹建，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落

户上海，均为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奠定

了基础。

裴光表示，“十二五”期间，上海保险业

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成为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辐射全球的主力军，比如外资保险

机构持续集聚，截至 2015年末，上海外资

保险法人公司和外资保险机构代表处分别

为28家和27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内

保险机构“走出去”步伐加快，上海航运保

险协会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了国际海上保险

联盟，上海环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成为首

家在英国设立子公司的中国经纪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率先实施了航运

保险产品注册制改革、首先推出了保险专

业中介机构股权信息监管改革、推动上海

航运保险协会代表中国保险业加入国际

海上保险联盟，这均迈出了提升我国航运

保险定价权和话语权的关键步伐。

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在通气会上透

露，截至2015年末，上海银行业资产总额、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分别是 2010年末的

1.86倍、1.54倍、1.49倍，辖内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资产是 2010年末的 3.4倍。同期，

在沪法人机构从 58家上升到 82家，一级

分行从130家上升到151家。

“全国银行业各类功能性机构加速落

户上海，多元化、现代化的上海银行业体

系日益形成。”廖岷说。

“十二五”期间，上海银行业转型发展

方面的成效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注重对

内对外开放。对内，上海首家民营银行华

瑞银行获批在自贸区开业，3家民营非银

行金融机构开业或批筹。对外，上海设有

外资法人银行22家，外资银行分行74家，

外资银行支行 141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

构数量全国占比超过20%。

注重业务和商业模式创新。截至

2015年末，上海银行业持有衍生品名义本

金余额达 13.53万亿元，同比增长 28.7%；

以“投贷联动”模式开展的科技型小微企

业融资达105户、余额10.2亿元。

注重金融制度供给的创新。2015年6
月，上海银监局创造性推出业务创新监管

互动机制，支持机构针对现有监管法规未

覆盖或不清晰领域，在双方充分沟通互动

的前提下，自主先行先试。目前，已有海

外并购、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服务、绿色

信贷等13项试点业务获得支持。

“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

民银行专门在上海设立了总部，目前上海

总部一半的部门承担了全国性管理职能，

有利于发挥贴近市场、便利沟通的优势，

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出谋划策。”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张新说。

除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外，人民银行还

先后将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中国银

联、上海清算所、征信中心、反洗钱中心、清

算中心、内设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牵头

设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设在上海。

而人民银行推动的跨境人民币业务，

显著提升了上海作为全球人民币中心的

地位。2015年上海市跨境人民币业务结

算量达2.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人民币

在国际收支中的占比已达到30%。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已在上海

上线运行。张新表示，跨境人民币业务的

快速发展，对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的

支付货币、推进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

子货币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上海成为全

球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投资、交易与清算

中心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我

国第二代支付系统也已在清算总中心上

海中心上线运行，大小额等支付清算系统

从北京主站切换到上海中心。

国际化是金融中心的重要标志。据

介绍，人民银行推动挪威、韩国等国央行

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引进境外央行、保

险、RQFII等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

场，推动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进入同业拆借

市场，推进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商业性机

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目前，已有

300多家境外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

与人民银行签署代理债券投资协议的境

外央行类机构达到37家。

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方面，上海已

率先建立宏观审慎的本外币境外融资制

度，率先实现外币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场

化，大力推进外汇管理的简政放权。据透

露，在上海自贸区率先试点的金融制度已

有13项向其他自贸区及全国复制推广。

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全国第一

辖内银行业资产五年内接近翻倍

全国性重量级保险要素持续落沪

首单FT账户
间参业务合作协议签署

“金融服务进社区”
走进川沙华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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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建行上海分行已选取了 10家科技

园区，与浦东新区达成了创新基地合作意

向，创投贷已正式启动。”建设银行上海市

分行行长段超良昨日表示，“今年，建行的

自贸区业务被提升为总行级创新平台，将

以更高的立意、更宽的视野、更强的力度

在全行加快推进，积极吸引全国客户通过

上海自贸区平台办理业务。”

段超良是在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组

织的“沪上银行话开年”活动中作出上述

表述的。据悉，此次“沪上银行话开年”聚

焦上海银行业“十二五”成果回顾暨“十三

五”展望，六家会员单位围绕上海银行业

支持自贸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和小微金

融等进展做了介绍。

段超良介绍，截至 2015 年末，建行

上海市分行共为本市近 6000 家企业开

设了 FT账户，提供 FT贷款 900亿多元，

余额位居大型银行之首；为光明、锦江、

电气等集团企业共 11 个“走出去”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 13.25亿美元；跨境双向人

民币资金池客户数近百家，市场占比超

过 30%，办理相应的跨境结算 417亿元；

为多家企业提供 FTE并购贷款、FTN离

岸融资等创新组合产品，形成了良好的

复制效应。

数据显示，五年来，建设银行上海市

分行全口径存款从 6650 亿元增长到

11602亿元，各项贷款从3015亿元增长到

5256亿元，五年累计税前利润710亿元。

农业银行上海分行则加大对城市建

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十二五”时期，该行

通过银团贷款、债券承销、理财融资等业

务，为迪士尼、虹桥枢纽、世博园区、临港

新城、前滩等重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435亿元信贷支持；在满足个人消费信贷

需求方面，该行创新推出“车联贷”产品，

大力推广个人网上贷款平台，2015年末

各类个人贷款余额达到 1174.4亿元，“十

二五”期间个人贷款增加了715.6亿元。

浦发银行则着重介绍了其在科技金

融方面的创新。以投贷联动为例，该行目

前已与超过 50家创投机构合作，开展两

方或三方业务合作。据悉，该行目前开展

投贷联动主要模式有：先投后贷、先贷后

投、边投边贷三大类，产品有投贷宝、投贷

包、股权基金投贷联动、认股选择权等主

要产品。据介绍，该行后续将加强与创投

公司、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的沟通，探索

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共同开发科技型企业

客户。同时，加强集团内各子公司的协同

合作，在合规的前提下，探索试点股权投

资业务。

上海银行、杭州银行上海市分行和渣

打银行等三家银行的相关负责人也对其

相关业务进行了介绍。其中，上海银行透

露，“十三五”期间，该行将加快实施精品

银行战略，核心是提升与新经济发展的吻

合度，重点是解决发展什么客户、如何服

务好客服这两个问题。

沪上银行回顾“十二五”金融业务

自贸区金改和
科技金融创新硕果累累

直接融资比重约为全国的1.6倍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