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淑贤

在获得中国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4
个月后，瑞银资产管理在浦东陆家嘴的外

商独资企业（WFOE）——瑞银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昨日宣布，推出首支境内

私募证券基金产品“瑞银中国股票精选私

募基金一号”。该基金日前已完成资金募

集，并将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

今年 7月，瑞银资产管理成为首家同

时拥有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牌照

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资格的国

际资产管理机构。该产品的推出，使瑞银

资产管理成为首家在中国推出境内股票型

私募证券基金的外资资产管理机构。

主要投资于中国A股市场

“瑞银中国股票精选私募基金一号”将

主要投资于国内A股市场，面向中国的合

格机构投资者及高净值投资者。该基金由

瑞银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基金经理

王子正负责管理, 其在中国股票投资及研

究领域拥有超过7年的从业经验。

王子正认为A股市场将涌现出具有吸

引力的投资机会，“长期而言，瑞银资产管

理认为中国经济将实现可持续增长，A股

市场中的蓝筹股估值合理并具有吸引力，

行业龙头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凸显。”

瑞银资产管理 2005 年首次进入中国

市场，通过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合资成立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为投资者提供国内

公募基金管理服务。2011年，瑞银资产管

理在北京成立外商独资企业瑞银资产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就另类投资提供投资管

理及咨询服务。今年 7月，瑞银资产管理

获得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成为

首 家 同 时 具 备 合 格 境 内 有 限 合 伙 人

（QDLP）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国

际资产管理机构，拓展了在国内市场发行

及管理基金产品的能力。

瑞银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章龙表示，瑞银资产管理在获得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牌照后的4个月内即推

出首支基金产品，有赖于瑞银资产管理本

地化网络。据透露，该支基金的投资策略

和管理皆由瑞银资产管理的本土团队执

掌，公司旗下产品的交易、服务也由完全本

地化的团队来实施。

目前，瑞银资产管理正积极与各方接

洽，将其优质的私募基金产品提供给国内

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投资者。

外资对中国资管市场乐观

在瑞银资产管理发行股票型私募基金

之前，首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管理人——

富达利泰已发行了全国首支债券型私募基

金。

日前，惠理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景顺纵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

路博迈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成为外

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至此，

全国已有 7 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

此外，多家已在中国内地设立独资企

业的外商资管机构，下一步的目标也是取

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安本标准投资

中国区主管王一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其在内地的外商独资子公司已搭建

了投资、合规风控、运营以及业务拓展团

队，正积极准备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牌

照。

11 月 15 日，宏利旗下外商独资企业

——宏利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这是又一家在陆家嘴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

外资资管。来自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

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美、英、法、日等10
余个国家（地区）的 40余家知名资管机构

在陆家嘴片区设立机构，其中，已获得私募

基金管理人备案的7家外商独资机构中，6
家位于陆家嘴。

对中国资产管理市场前景的乐观预

期，是外资资管机构纷纷布局内地市场的

主要原因。瑞银资产管理中国战略和业务

发展主管董日成说：“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

开放，国内投资者的目光将覆盖传统和另

类资产类别，并在更广阔的投资领域中寻

求多元化的机会。”

董日成透露，瑞银资产管理已有完善

的中国市场发展计划，后续将布局固定收

益及另类资产等资产类别，同时建设一支

出色的本地化团队，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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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昨日，银联

国际与葡萄牙商业银行在沪达成战略

合作。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欧洲地区开

展银联卡受理和发卡业务、创新支付推

广等合作。

葡萄牙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已覆盖

了葡萄牙、波兰、瑞士、莫桑比克、安哥

拉等国家或地区。2016 年，复星投资

了葡萄牙商业银行，成为其最大的战

略股东。

银联国际副总裁王立新表示，与

葡萄牙商业银行合作发卡，是除俄罗

斯外，欧洲本地金融机构首次发行银

联卡，“银联正加速欧洲本地化业务发

展，此次合作将为欧洲更多机构全面

开放银联卡受理及发行银联卡起到示

范作用。”

在协议签署后，银联国际与葡萄牙

商业银行将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后

者将嫁接银联网络、产品、服务等方面

的优势，共同推进银联国际与葡萄牙、

波兰以及其他葡语区银行的业务合作。

葡萄牙商业银行执行委员会副主

席 Joao Nuno Palma透露，在明年 12月

前，葡萄牙商业银行将把所有的签约协

议落地，“获得欧盟许可牌照后，我们将

可以看到银联的身影遍布波兰、莫桑比

克及其他国家。”

这是短短几天内，银联国际与境外

商业银行第二次达成合作。日前，银联

国际与 Socredo银行在法属波利尼西亚

（俗称：大溪地）合作发行银联借记卡，

这是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发行的首张银

联卡。

目前 Socredo银行发行的自有品牌

银行卡仅可在大溪地使用。根据此次

双方约定，未来2-3年内，这些存量卡片

都将换发为银联芯片卡，实现两大“升

级”：一是升级为国际支付卡，当地持卡

人可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联受理

网络使用；二是新发银联卡具备非接支

付功能，并在明年第二季度实现网上支

付功能。

资料显示，银联国际是中国银联负

责运营国际业务的子公司，通过与全球

1700多家机构合作，银联受理网络目前

已延伸到 162个国家和地区，银联卡可

在4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在日前举行的

“第六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人民银行

副行长范一飞表示，将把支付行业全面对

外开放列入工作日程，支持支付服务、技

术、标准和网点的对外输出，抢占全球支付

产业发展的更多“制高点”，同时欢迎更多

的境外机构以资金、技术和智力形式参与

国内支付产业。

近年来，我国支付行业在服务、技术、

标准和网点输出等方面全面推进。针对跨

境支付中的短板问题，2015年10月，央行投

产运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成为人民币

跨境支付主渠道。截至2017年10月底，系

统已有31家境内外直接参与者、635家境内

外间接参与者，遍布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50个。

同时，央行推动中资银行不断优化海

外网点布局，截至 2016年底，共有 22家中

资银行在海外 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1353
家分支机构。

央行还鼓励零售支付服务跨出国门，

银联卡已可以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使用，银联品牌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支付

品牌之一，支付宝、财付通业务也延伸到多

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支付技术和标准也已

“出海”，参与建设老挝、泰国等国家银行卡

支付网络，银联芯片卡标准成为亚洲支付

联盟的跨境芯片卡标准，二维码标准开始

在东南亚部分国家授权使用。

在引进来方面，范一飞表示，支付产业

引进来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一些领域的

对外开放落实已到位。

目前，人民币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正

在逐步实现。维萨、万事达、美国运通等国

际卡公司从 20世纪 80年代就已进入我国

外币银行卡清算市场，以跨境交付方式提

供外币卡清算服务，并授权境内发卡机构

发行双标双币卡和单标外币卡。

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支付服务提供

商，例如PayPal和西联汇款，很早就进入中

国，通过与境内机构合作拓展国内业务。

外资银行方面，截至 2016年底，外资银行

在我国 27个省份的 70个城市设立营业机

构，营业网点达 1031家，形成了具有一定

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服务网络。

范一飞同时表示，支付产业对外开放

程度不高，特别在非银行支付服务引入方

面步子迈得不大、不快，例如境外一些有实

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早已在全球展业，我

国却没有引进来；部分市场机构走出去开

疆拓土的底气不足、储备不足，即使走出去

了也打不开局面；一些机构走出去了，但还

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业务，离做大做强还

有差距。

范一飞透露，下一步我国支付行业要实

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

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电子支付领域的对

外开放，鼓励外资参与我国电子支付业务的

发展和竞争，促进我国支付服务市场格局进

一步优化，同时鼓励有实力、可持续发展的

中外资机构入场开展业务，鼓励通过兼并重

组等方式实现支付机构结构优化。

据悉，针对外资机构从事非银行支付

机构业务，央行正在推动《非金融机构支付

服务管理办法》修订，明确外商投资非银行

支付机构准入事宜。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为进一步

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保监会加大对

备案产品事后抽查力度，并针对发现的

问题，于近日对农银人寿、交银康联人

寿和长城人寿下发监管函。

保监会在检查中发现，农银人寿的

“农银金太阳年金保险（C款）”、交银康

联人寿的“交银康联交银优福添禧年金

保险（B）”、长城人寿的“长城鑫城 3 号

年金保险”三款产品均存在“现金价值

计算不合理，不符合一般的精算原理”

的情况，变相突破监管规定等问题。保

监会要求该三家保险公司不得销售不

符合监管要求的产品，违规产品退出市

场，并在六个月内禁止三家公司申报新

的产品。

今年以来，保监会通过制度建设，

不断健全人身保险产品监管体制机制，

探索建立了产品披露、回溯、退出、问责

等联动机制。

同时，不断提升监管的执行力，向

全行业通报了近年来备案产品事后抽

查发现的问题，规范保险公司产品开发

设计行为，明确政策导向，划清监管红

线，行业产品回归本源，转型效果初步

显现。

下一步，保监会将要求保险公司对

存量产品进行全面清查，对不符合法律

规章制度和监管要求的产品，坚决予以

退出，并坚持按照违规问题“双罚”的原

则,对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从严从重进行

监管问责。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2018 年初

推出家庭式人才公寓锦绣前城二期、

2019 年将面向国际家庭的租赁式公寓

投入市场，再次以 6.9 亿元摘牌四个租

赁住宅地块，陆家嘴集团正在发力租赁

式地产业务。

继在今年年初推出前城人才公寓

一期后，陆家嘴锦绣前城人才公寓二期

即将正式上线。记者获悉，“锦绣二期”

房源约有 200套，推出时间预计为明年

3、4月份。

区别于青年人才公寓，锦绣前城人

才公寓侧重于提供“家庭型”公寓。即

将对外推出的锦绣二期，与一期相比，

房型新增了一房，多种房型可满足单身

至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

至于备受关注的租赁价格，目前运

营方尚未最终确定。不过，记者获悉，

锦绣二期公寓的价格略低于市场价。

锦绣前城人才公寓于 2011 年开工

建设，东靠锦绣路、南面星河湾高档社

区、西邻中心河、北至白莲泾。运营方

为陆家嘴人才公寓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这是陆家嘴集团 2010 年 9 月为经

营管理人才公寓项目成立的全资子公

司。

目前，陆家嘴人才公寓建设开发公

司主要运营陆家嘴金融城人才公寓以

及陆家嘴锦绣前城人才公寓两个项目。

陆家嘴集团旗下公司——前滩国

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

高品质租赁住宅弘文华唐公寓也即将

推出。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竣工备案，

将于今年年底启动精装修工程，预计于

2019年投入市场。

弘文华唐公寓位于前滩 39-01 地

块，地处东方体育中心南侧。该公寓

定位为面向国际家庭的高品质租赁式

公寓，包含地上 4 栋小高层塔楼，拥有

212 套出租公寓，房型涵盖 125 平方米

到 275平方米，同时设有整体两层地下

室，拥有含室内泳池的独立会所、儿童

游戏室、商务中心等设施。据悉，整个

项目占地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 6.65 万平方米，地下车库共 239
个停车位，其中包括 24 个充电桩车

位。

此外，陆家嘴集团日前又以 6.9 亿

元 摘 牌 前 滩 41-01、42-01、47-01、
53-01四个租赁住宅地块，出让面积为

4.23公顷，规划建筑面积9.42万平方米，

未来可提供不少于725套租赁住宅。该

四幅住宅用地位于前滩国际商务区“九

宫格”国际社区，未来将全部实行“只租

不售”,目前，该项目住宅方案设计已经

启动。

瑞银资管WFOE推内地首支境外私募基金

外资知名资管机构加速布局中国

央行支持支付服务 技术 标准和网点对外输出

我国抢占全球支付产业发展“制高点”

将推两大租赁公寓 摘牌四个租赁住宅地块

陆家嘴集团提前布局
发力租赁式地产

银联国际与葡萄牙商业银行
共同在欧洲发行银联卡

保监会处罚三家保险公司
六个月内禁止申报新产品

外资资管机构看好中国资产管理市场前景。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