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十三五”的开局

之年，浦东酝酿修订金融

业扶持政策。记者近日获

悉，浦东正通过走访和召

开座谈会的形式，听取金

融监管部门和相关金融机

构的意见，对“十二五”

扶持政策进行补充和修

订，目前已初步形成了

“十三五”期间浦东新区促

进金融业发展的财政扶持

政策条款，正在走相关报

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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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日前，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在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成功发行1亿元

的同业存单，这也是全国村镇银行业内

首单同业存单。

全国村镇银行首单同业存单花落浦

发村镇银行，得益于集团协同优势的发

挥。受制于业务规模较小、市场接触面

窄、定价能力较弱等因素，国内的村镇

银行独立发行同业存单存在一定难度，

此次同业存单发行，则采取了由浦发银

行作为簿记管理人代理发行的模式。

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此次发行

的同业存单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三农，

满足涉农客户的资金需求。据浦发银

行透露，今年浦发村镇银行继续加大对

支农支小的信贷投入。截至今年 9 月

末，25家浦发村镇银行合计贷款 201亿

元，其中涉农和小微贷款余额 182.9 亿

元，占全部贷款的91%，且村镇银行的户

均贷款也呈现出稳定下降趋势，体现了

小额、分散的普惠金融理念。另外，在

地域分布上，现有25家浦发村镇银行都

设立在县域，遍布全国 18个省市，其中

三分之二设立在中西部。

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成功发行

同业存单，不仅进一步拓宽资金来源渠

道，也为村镇银行做出了积极示范作

用。数据显示，在全国1400多家村镇银

行中，有149家具有同业存单发行资格。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酝酿中的浦东“十三五”金融业扶持

政策，相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政

策主要有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增加

了对金融控股公司和资本运作平台的扶

持。当前，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深入以及互

联网金融业态快速发展，金融各子业态呈

现出相互融合的态势，金融混业经营也逐

步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此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及资本运作平

台，作为联系各金融子业态的枢纽，正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部分央企和大型民营企

业已将浦东作为金融控股公司及资本运

作平台的重要落户选择地。

鉴于金融控股公司及资本运作平台

对浦东发展总部经济意义重大，在“十三

五”金融业扶持政策中，浦东将重点关注

非金融央企、大型民企、地方国资和互联

网企业等四类资本背景设立的金融控股

公司及资本运作平台，支持其设立和发

展，对机构和人才给予财政扶持，创新政

府服务，优化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环境。

第二个变化是拟加大对新型金融业

态的扶持。新型金融业态是金融业创新

发展的产物，近年来，金融机构多元化经

营和专业化经营趋势明显，商业银行、保

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和

交易所等纷纷设立各类专业子公司开展

业务。传统的金融机构通过设立专业的

分、子公司进行业务分拆，实现风险隔离，

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金融监管的

支持导向。为此，在“十三五”金融业扶持

政策中，浦东拟将持牌金融机构直接控股

或间接控股 50%以上、且从事金融业务的

专业分、子公司，也参照持牌金融机构享

受相关扶持政策。

第三个变化是拟增设金融创新奖。

为深入推进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全力争

取金融创新试点在浦东落地实施，浦东计

划增设金融创新奖，鼓励在新区的各类金

融要素市场和各类金融业机构在金融产

品、信息技术、金融服务、企业管理、风险

控制、组织形式等方面开展金融创新，对

优秀的金融创新项目和团队给予一定奖

励，从而进一步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增强

新区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推进金融核

心功能区建设。

未来，浦东将大力集聚新型金融业

态，包括上述的四类金融控股公司及资本

运作平台、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另类投资

子公司、交易所设立的专业分、子公司、自

保公司等。陆家嘴金融城近日也表示，将

大力引进并集聚高能级的功能型、平台

型、创新型、领袖型金融机构，以及具有总

部功能的各类机构等。

截至今年 7月底，浦东银证保等监管

类金融机构总数达 928家，新兴金融机构

方面，股权投资机构及管理企业数量5387
家，融资租赁企业 1785家，财富管理企业

551家。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盘整了近几个月的B股，昨日午后

突然掉头向下，截至收盘，上证B股指数

暴跌 6.15%，创下今年 1 月 11 日以来的

最大单日跌幅，报收 335.68点。在暴跌

同时，沪市B股市场成交额也大幅放量，

昨日成交量为 1.72亿股，较前一交易日

放量5倍。

个股方面，凯马B、凌云B、东贝B股

和大化B股等上交所B股收盘均封住跌

停，锦投B股、三毛B股和临港B股等10
余只个股跌幅也均在8%以上。

相比沪市B股疾风骤雨式的暴跌，

深证B股跌势较缓。昨日，深证B指跌

幅仅为 2.43%，个股方面，跌幅最大的杭

汽轮B，也只有8%。

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表示，沪市

B股大跌或受人民币持续贬值影响。昨

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379，较前

一交易日贬值 222 个基点，创一周以来

最大跌幅，同时继续刷新6年以来新低。

沪市B股以美元交易和结算，但本

质上还是人民币资产，人民币持续贬值，

B股就相当于每股收益下跌，股价自然

有下跌压力。不排除沪市B股昨日暴跌

系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负面情绪在短时间

内释放的可能性。

华泰证券分析师薛鹤翔指出，去年

年底B股下跌与当时人民币贬值的时间

也是吻合的。

另有分析认为，深港通对B股也会

形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原因是深港通推

出后或进一步使B股边缘化。根据联交

所已披露的信息，深港通已做好开通前

的系列准备工作，预计将很快推出。

“中国B股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一

直不明朗，导致B股市场面临比较大的

不确定性。”中原证券分析师张刚说。数

据显示，上证B股指数今年以来跌幅为

21.28%，而沪指同期跌幅只有14%。

值得一提的是，B 股向来有 A 股先

行指标的说法，去年股灾中，6 月 5 日 B
股指数率先见顶，6月 8日，A股继续上

涨 2.17%突破 5000 点大关，B 股却大跌

2.62%。之后A股在6月12日见顶，随即

开启了三个月的暴跌行情。对此，华泰

证券表示，A、B股投资群体存在差异，重

叠度低，B股对A股的实际影响并不大，

也许会在情绪面上影响A股，但影响力

甚微。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10 月 16 日，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举行，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把脉我国经济增

长趋势和金融体制改革方向。

中国经济增速从 2010年的 10.4%，放

缓到了 2015 年的 6.9%。今年上半年，中

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6.7%。如何理

解中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速放缓？北

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

夫表示，这种持续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

周期性的原因。

林毅夫指出，目前新兴市场经济体中

的巴西和印度等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均在

下滑，不仅如此，像韩国、新加坡这类经济

体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因此唯

一能解释的就是共同的外部因素，且是周

期性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多要靠内需，且

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

要改革，我国应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前提

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而在当日下午主题为“资本市场与金

融改革”的头脑风暴会上，来自券商的多

位首席经济学家则就金融改革核心问题

进行了探讨。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我

国金融改革目标非常清晰，包括利率市场

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金融机构

强化、金融监管优化，“做完了这些内部功

课后，开放资本账户，迎接货币国际化和

全面的资本开放。”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指

出，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

在这一目标下，汇率中期（一年以上三年

之内）需要面临调整，这是一个比较明确

的趋势，“但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并不会

走弱。”

在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

建光看来，金融改革的多项目标应该兼

容起来，比如应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

核心都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金融

改革如果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效果往

往适得其反，去年 6 月份的股灾，监管层

想要一个慢牛，市场马上给了一个快

牛。”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则认

为，现阶段的金融风险正在逐渐通过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向商业金融系

统转移，然后影响到家庭和个人，“如果按

这个逻辑演绎下去，整个金融资产市场又

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废弃品，资产的风险和

收益性价比会越来越差。”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网贷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已近两个月，记者获悉，受限额等影

响，部分网贷平台正逐步整改，以满足“小

额分散”的特点，因此8月份行业整体成交

额环比增幅减缓。而一些合规平台则并

未受到影响，成交额环比依然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增长。

网贷新规发布后，红岭创投宣布明年

3月将停发大标，宜人贷则表示三个月内

完成限额整改。业内人士表示，同一自然

人在同一平台借款上限 20万元的限制对

行业业务影响较大，监管限制下，一些平

台开始转型或开始合规性整改，这会导致

过渡期内发标减少，或标的额度降低。

零壹财经9月份全国P2P平台成交额

百强榜显示，在监管细则出台以后，约

80%平台成交额环比下滑。另据网贷之家

数据，P2P网贷行业 9月实现了 1947.17亿

元的成交量，环比增长 1.93%，而 8月份该

数据为4.40%，且8月、9月行业平均每个

标借款金额连续2个月出现下降。

不过，一些主营消费性信贷的合规平

台，则基本不在限额影响范围内。拍拍贷

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平台 9 月成交额为

26.66亿元，环比 8月增长 28.08%，是行业

增速的14倍。

对于新规前后的变化，拍拍贷截取了

8月24日新规发布至9月30日，共37天的

平台数据，并与监管发布前37天的数据进

行了对比。数据显示，8月 24日至 9月 30
日，拍拍贷成交额为32.86亿元，相比前37
天增长 38.58%；平台新增贷款余额 14.52

亿元，相比前37天增长34.24%。

“小额消费信贷的合规优势，会随着

网贷行业的逐步规范化越来越明显。”拍

拍贷 CEO 张俊表示，三季度拍拍贷平台

上 20 万元以上借款占比仅为 0.02%，1 万

元以下的消费性借款占比则高达98.34%，

单笔平均借款额度为 2716.54 元，完全符

合监管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监管趋严、投资

收益下滑等多种因素影响，良性退出或将

成为 P2P 网贷行业的常态。据网贷之家

调查，网贷新规出台后，在停业及问题平

台中，停业转型类型的平台数量占比已达

到 59.18%、问题平台的平台数量占比为

40.82%，可见良性退出已经占据主导地

位。

“一些运作不规范但问题又不是很大

的平台，在资金存管、信息披露、网络安

全、账户合规等方面不愿投入大成本改

造，清盘退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位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监管的逐步深

化，规模较小的平台被分流成为趋势，大

平台虹吸效应更加凸显。”

资料显示，拍拍贷平台上的投资行为

在监管出台之后表现得更为活跃。数据

显示，拍拍贷三季度新注册投资用户共

40.67万人，环比二季度增长了131.75%。

张俊认为，前两年行业的火热吸引了

一大批资本和制度套利者进入，激烈的竞

争推高了整个行业的获客成本和运营成

本，很多中小平台在资金端并没有线上流

量的优势。目前，网贷行业的发展已进入

优质平台与巨头竞争的下半场，未来将是

一个存量淘汰的时期。

浦东酝酿“十三五”金融业扶持政策
扶持金融控股公司和资本运作平台及新型金融业态

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沪举行
把脉中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

P2P网贷合规平台虹吸效应凸显
拍拍贷9月成交额环比增近三成

沪市B股创
逾9个月最大跌幅

全国村镇银行业
首单同业存单发行

“十三五”期间，浦东将大力集聚新型金融业态。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