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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银联国际近

日宣布，在港澳地区，新增东亚银行、工

银亚洲、上海商业银行等支持云闪付App
绑卡，至此，港澳支持“云闪付”的主流机

构已达 15家，两地开通受理“云闪付”扫

码支付的商户超过1万家。

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

跨境便民支付需求，银联国际于去年 9
月开通云闪付 App 港澳持卡人服务。

港澳居民下载云闪付 App 并绑定本地

发行的银联卡后，即可在港澳、内地及

跨境使用云闪付，享受“一次下载，跨境

通用”的移动支付体验。目前，港澳大

部分主流机构发行的银联卡已可绑定

云闪付，包括前期接入的中国银行（香

港）、交通银行（香港）、中国银行澳门分

行等。

随着云闪付落地港澳，结合当地消

费者及内地游客的支付需求，银联国际

持续丰富港澳云闪付扫码支付场景，率

先开通众多小额高频消费类商户，涵盖

餐饮、零售、交通、旅行服务等多个消费

领域。

其中，在交通领域，香港有数百辆出

租车支持云闪付扫码付车费，预计年内

将增至数千辆，未来还可使用云闪付App
扫码乘坐地铁。

在满足港澳持卡人日常消费需求的

同时，云闪付App还成为港澳居民跨境出

行的重要支付工具。数据显示，港澳居

民在内地使用云闪付App日益频繁，偏爱

在高铁购票、手机充值、航空及酒店预

订、餐饮等场景支付，还在赴日本、泰国

的旅行中体验“云闪付”扫码。

即日起银联国际进一步提升“云闪

付”用户的支付体验。1月 31日前，港澳

新注册用户在成功绑卡并进行一笔消费

后，将获赠88元人民币红包，香港许多知

名商户还提供云闪付App扫码消费满 30
港元即减20港元优惠。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国家外汇管

理局上海市分局近日召开的 2019年上海

市外汇管理工作会议透露，2019年上海将

推出多项外汇管理便利化措施，形成上海

外汇改革开放新格局。

201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聚焦进口博览

会、自贸试验区、科创中心、营商环境等重

点领域建设，不断推动上海外汇管理改革

创新。

2019年是我国外汇管理事业改革发

展暨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 40 周年，外汇

管理要以改革创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主

动迎接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

势带来的挑战。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上

海市分局将主动承担新时代的新使命，保

持对人民币中长期信心，应对国际收支结

构边际变化下的跨境资本流动挑战。

此次会议透露，2019年，国家外汇管

理局上海市分局和金融机构将围绕“宏观

审慎、微观激活；数据引领，管理跟进；统

一口径，政策中性；预期管理，着眼中期”

的原则统领各项具体工作。一是服务实

体经济，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包

括推动跨国公司资金本外币一体化集中

运营汇兑便利化；实施自贸试验区资本项

目收入使用便利化，推动跨境投融资助力

民营和科技创新企业加速发展；开展货物

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等。

二是发展外汇市场，促进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开拓外汇产品丰富市场形成

在岸人民币价格，以行业自律主动维护外

汇市场稳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是防范化解风险，对标国际规则强

化业务规程。落实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

安排，警惕和关注非法交易提升合规经营

水平。

四是改革创新，加快步伐继续保持先

发引领优势。重视科技创新，主动研究外

汇管理和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探索新业态

下的新技术应用场景；重视业务创新，推

动科技创新与金融深度融合，促进外汇市

场加速成长；重视制度创新，调动市场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创造服务实体的新

技术、新业态、新产品；重视经验借鉴，善

于吸纳国际创新经验，善于结合中国市场

特色，增强深化国际间合作，融入全球外

汇市场和接轨国际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还首次引入银行

交流环节，促进了上海地区银行同业间的

优质专业经验共享。中国银行上海市分

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浦发银行自贸

试验区分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渣打（中国）有限公司、花旗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主题围绕优化涉外金融服务、贸易

金融产品升级、科技创新带动结算业务发

展、银行和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微观合

规与宏观审慎管理下的业务创新、国际贸

易单证电子化等方面交流分享。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我国商业银

行首单永续债正式落地！1 月 17 日，银

保监会公告宣布，批准中国银行发行不

超过 400 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这

是我国商业银行首次获批发行此类新资

本工具。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又称永续债，是

一种兼具债权和股权属性的融资工具，理

论上永久存续。一般而言，发行人有赎回

的选择权，但持有人不能要求清偿本金，

但可以按期获得利息。

此前，银行多是通过 IPO、定增、优先

股、可转债等资本工具补充资本金，创新

资本工具还很少。2018年 12月 25日，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召开专

题会议，在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

资本有关问题时，特别提到尽快启动永续

债发行。

根据现行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规定，永续债属于一级资本中

的“其他一级”资本。银行发行永续债，

可缓解银行的一级资本压力，提高资本

充足率。

银保监会表示，商业银行发行永续

债，有利于进一步充实资本，优化资本结

构，扩大信贷投放空间，提升风险抵御能

力。同时也有利于丰富债券市场投资品

种，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

而随着银行首单永续债的落地，更

多商业银行或将采取这一工具补充其他

一级资本。1 月 11 日晚，民生银行公告

称，计划未来三年在境内外发行规模不

超过 4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两家在港上市的银行——徽

商银行和哈尔滨银行也已公告拟发行永

续债。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永续债发行可以

解决银行长期资金的来源问题，促使银行

业务和资产规模的有序扩张，提升效益。

同时，由于永续债可计入权益的特点，还

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自身杠杆，对于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起到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1月 18日，上

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发布公告称，协

会目前已完成对全部网贷会员机构的现场

检查，并正就检查情况征询意见。下一阶

段上海将继续坚定持续开展P2P网贷等互

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

对存量网贷平台的清理整治力度，依法查

处严重违法违规的网贷平台，同时将严控

增量，严厉查处取缔新上线、新迁入的网贷

平台。

上海开展P2P合规检
查与风险防控

2018年9月以来，根据国家整治办、国

家P2P网贷整治办的统一部署，上海市互

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组织开展对P2P网贷会

员机构的自律检查工作。

据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透露，

目前协会已完成对全部网贷会员机构的现

场检查，并正就检查情况征询意见。据悉，

上海各区目前正深入开展对 120余家P2P
网贷机构的现场核查工作，对核查中发现

的问题，要求相关网贷机构即查即改，切实

推进整改。

上海市整治办、上海市网贷整治办明

确，下一阶段上海将继续坚定持续开展

P2P 网贷等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除加大对存量网贷平台的清理整治力

度外，还将严控增量，查处取缔新上线、新

迁入的网贷平台（含原已停业但近期重新

开展网贷业务的平台）。

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指出，网

贷平台应当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及时对照

整改自身存在问题，严格落实国家有关部

门关于压降存量业务规模、减少出借人数

量、减少借款人数量的“三降”要求，持续降

低业务风险；合规整改难度较大、规模相对

较小及其他风险问题相对突出的网贷平

台，应妥善制定良性退出方案，及时退出市

场，并切实保护出借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合法权益。

合规检查和备案仍将
是今年重点

2018年，P2P 网贷行业经历了备案延

期到平台加速出清的过程。网贷之家数

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P2P 行业正常运

营平台数量下降至 1021 家，相比 2017 年

底减少了 1219 家；行业贷款余额下降至

7889.65 亿 元 ，同 比 2017 年 下 降 了

24.27%。

网贷之家发布的报告指出，合规检查

和备案依然是 2019全年工作重点，P2P网

贷行业交易规模将稳中有降，平台也将面

临生存与盈利的双重挑战。据其预计，

2019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将持续

进行，尚未推出指引的地区也会纷纷跟

进。

“三类平台将要退出 P2P 网贷行业：

2016年 8月 24日后新成立的平台、未提交

自查报告的平台以及未通过行政核查的平

台。”网贷之家报告指出，“另外，经营模式

难以持续、经营压力较大的平台，也可能主

动退出市场。”

网贷之家预测，2019年P2P网贷平台

减少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备案政策和备案进

度，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流动性等，

“从目前信息估算，2019 年底运营平台数

或将跌至300至500家，而通过备案的平台

数也将低于市场预期。”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众安保险近

日宣布，旗下子公司众安国际与东南亚领

先的O2O平台Grab达成合作，双方将成

立合资公司，共同探索东南亚互联网保险

分销业务。

众安保险也由此成为又一家进军东

南亚市场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

根据协议，众安国际将为合资公司

搭建数字化保险销售平台，并提供后台

技术支持。该平台将于 2019年上半年率

先在新加坡推出，随后陆续拓展至东南

亚其他市场。在平台投入运行后，用户

可将直接通过Grab手机App浏览和购买

到价格实惠的创新型保险产品，无须通

过保险代理或保险经纪实现投保。Grab
旗下 GrabPay 与其支付联盟合作伙伴通

过平台自动扣除用户需付的保费，并可

提供保费分期，有望显著解决保险产品

找不到、保费过高、以及支付选项受限等

在东南亚较为常见的难题。同时，合资

公司还将与全球保险合作伙伴携手，为

东南亚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提供各种各样

量身定制的保险产品。

去年，Grab已将业务拓展至核心运输

服务外，覆盖食品配送、包裹派递、杂货配

送、金融服务等范畴，旨在成为东南亚地

区的超级App。今年，Grab期待业务进一

步扩展至跨境汇款和在线医疗保健领域。

分管国际业务的众安副总经理许炜

表示：“过去五年，众安保险为新生代人群

提供各种风险保障，连接了超过 300家互

联网生态合作伙伴，通过输出保险科技技

术，共同打造以众安为核心的保险生态

圈。通过与Grab以及其他领先的保险公

司合作，将能更好地满足东南亚客户的保

险需求。”

与Grab成立合资公司是众安国际进

军东南亚市场的重要一步。众安国际于

2017年12月成立，专责发展众安的海外业

务。众安国际首席运营官宋玄璧表示，众

安国际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提升技术水

平和促进平台合作，以支持海外业务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网贷行业

的诚信建设工作也在推进中。近日，

中国互金协会第二批 12 家会员机构

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法研院）

签约，正式开通权威司法数据的查询

通道。

此前，第一批互金平台签约已于去

年 8 月完成，包括搜易贷、点融网和你

我贷等 12 家网贷机构，实现了对来自

于法研院司法数据的实时查询。目前，

12家平台已加入法研院下属“执行悬赏

曝光集中展示平台”，通过对老赖的信

息曝光，进一步提高信用数据的共享与

更新效率，加快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

设。

法研院提供的涉诉信息可有效地

筛查借贷信用风险，并能在借款人出现

还款能力恶化时及时预警，对互金平台

降低经营风险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

互金平台在查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

同时将拒贷情况向法院反馈，堵住了被

执行人在互金领域的融资渠道，增加了

被执行人的失信成本。

搜易贷 CRO 范学红表示，涉诉数

据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搜易贷智能风控系统‘风刃’与权威司

法数据的对接，为搜易贷对借款风险的

控制提供了‘双保险’。”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批 12
家平台接入系统不足 4个月时间，共查

询司法涉诉数据约1260万次，拒贷失信

被执行人30059位。

沪扎实推进互金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依法查处严重违法违纪平台 严查新上线新迁入平台

上海今年将推多项外汇管理便利化措施
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与东南亚领先的O2O平台Grab成立合资公司

众安搭建互联网保险平台进军东南亚市场

24家P2P平台加入
“悬赏曝光展示平台”
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银行业首单永续债花落中行

港澳逾万家商户可用“云闪付”

今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将持续。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