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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来自基金业协会的
数据显示，11月，备案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的规模从10月的4.89
万亿元缩水至4.79 万亿元，其
中 私 募 证 券 基 金 从 10 月 的
19038 亿元缩至 170317 亿元，
为今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百亿以上私募管理者达85家
私募基金日新月异的速度

发展。
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

至2015年11月底，基金业协会
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3705
家。已备案私募基金22217只，
认缴规模4.79 万亿元，实缴规
模3.82万亿元。其中17371只
是2014年8月21日《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实
施后新设立基金，认缴规模
3.13 万亿元，实缴规模 2.50 万
亿元。

11月奔私潮汹涌，数据显
示，私募基金从业人员达43.09
万人，而10月时这个数据仅为
33.92万人，即单月新增从业人
员高达9.17万人。

另外，截至 11 月底，私募
基金管理人按管理的正在运行
的基金总规模划分，管理规模在
在20亿元以下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23257家，管理规模在20亿-
50亿元的273家，管理规模在50
亿-100亿元的90家，管理规模
100亿元以上的有85家。

四原因致私募证券负增长
基金业协会将私募基金分

为私募证券、私募股权、创投基
金，其它基金四类。A股投资者
比较关注的私募证券规模，而它
的数据在 11 月出现今年首次
缩水。从从10月的19038亿元
缩至170317亿元。

究其原因，格上理财分析有四：
一是6月股市大回调以来，

私募机构将更多精力放在维护
现有产品、控制产品回撤上，私
募产品新增放缓；

二是A股市场大幅下调，带
来投向二级市场的私募证券基
金的大面积回撤，直接导致规模
缩减；

三是年底资金需求加大，年
终分红频繁，据格上理财统计，
今年以来私募分红次数高达
2000 次以上，较过去两年创下
历史新高，虽近两月分红次数有
所放缓，但仍维持较高水平。

四是私募产品清盘加剧，据
格上理财统计，自今年 9 月以
来，每月私募产品清盘数量维持
在 180 只以上的高位，相当于
2011年全年清盘产品数量。

第一批次每人限兑5枚
记者昨日从央行网站了解

到，此次发售的贺岁普通纪念币
正面刊“中国人民银行”、“10元”、
汉语拼音字母“SHIYUAN”及年号

“2016”，底纹衬以团花图案。背
面主景图案为一只传统装饰造型
的猴子，抬首远眺；其上方为桃形
花灯和梅花图案，币面左侧刊“丙
申”字样。该普通纪念币面额为
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双
色铜合金，发行数量为5亿枚。

此次，贺岁普通纪念币采取
预约发行和现场发行相结合的
发行方式，分两批次发行。其
中，第一批次于2016年1月6日
至1月15日办理预约，2016年
1月16日至1月28日进行第一
批次的预约兑换工作，上海地区
第一批调拨数量为 760 万枚；
2016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 30 日
办理第二批次预约，上海地区第
二批调拨数量为1510万枚，第
二批次预约兑换和现场发行工
作安排将另行公告。

据悉，市民可通过承担预约
发行工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官

方网站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
预约登记，第一批次，市民可按
照约定的时间，持在预约系统中
登记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约定
的营业网点办理预约兑换业
务。第一批次2016年贺岁普通
纪念币于2016年1月29日至1
月31日办理现场兑换。上海地
区承担预约发行工作的银行为
中国建设银行。

央行表示，第一批次发行每
人兑换限额为5枚，第二批次发
行每人兑换限额为10枚。央行
同时表示，2016年贺岁普通纪
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
同，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发行数量多 升值空间有限
上海吴越收藏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越认为，此次央行发行
的贺岁普通纪念币由于发行量
大，缺少稀缺性，未来增值空间
有限。“今年11月底央行发行
了3亿张面值100元的航天纪
念钞，其目前的市场价格炒得并
不高，约为 102 元，涨幅不过
2%。而此次发行的普通纪念币
数量较航天纪念钞又多了2亿，

数量大，造成升值空间不高，其
更多是具有欣赏意义。”吴越表
示，预计此次猴年贺岁普通纪念
币的升值空间在5%左右。

也有不少市民疑惑，面值
100元航天纪念钞在兑换首日
时，市场价格曾一度炒高至130
元，那么，此次猴年贺岁普通纪
念币在兑换首日时，是否也会出
现同样价格被炒高的现象呢？

对此，吴越并不认同，“由于
此前做市商想通过航天纪念钞投
机赚钱，首日价格炒高，但此后价
格回落速度快，不少做市商都受
到打击，因此对于此次发行，其在
首日的表现预计会相对保守。”

其实，除了央行发布纪念生
肖纪念币外，记者还了解到，目
前市场上发行生肖纪念相关的
金银收藏品不在少数。其中，由
中国金币总公司发行，北京开元
中国金币经销中心经销的“丙申
生肖贺岁纪念金”目前也在发
售。吴越认为，纪念金的发行被
视为“贵族”收藏，“由于其通过
特许经销商发售，且发行数量
少，此外目前金价相对稳定，对
于后市的增值空间较为看好。”

猴年贺岁纪念币下月6日起预约
业内：首日价格被炒高现象重演可能性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贺岁文化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由生肖文化延伸
出来的藏品也备受收藏人士的喜爱。昨日，央行发布公告，将分两个批次发
行2016年贺岁普通纪念币，发行数量为5亿枚。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此次
发行的贺岁普通纪念币量大，缺少稀缺性，未来增值空间有限，且类似航天纪
念钞发行首日价格被炒高的现象，被重演的可能性也较小。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日前，浦发银行上海分行成
功发放全行首笔“科技金融共赢
利率”小微贷款。该笔贷款采用

“前低后高”的定价方式，前期的
贷款利率远低于传统银行贷款
的定价水平，有效降低了科技创
新企业在业务发展初期的融资
成本。

为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和
降息周期所带来的冲击，浦发银
行上海分行一直以来都努力探
索一条兼顾扶持科创小微企业
成长与创新科创融资定价模式
的全新发展之路。有别于传统
的银行贷款利率定价模式，此
次该行创新推出的“科技金融
共赢利率”模式主要通过“前低
后高”或“前高后低”的定价机
制，创造出更适合科技创新企
业的贷款利率定价，帮助科技
创新企业在业务发展初期有效
降低融资成本。

具体来说，以“前低后高”模
式为例，业务初期，根据事先约
定的比例，浦发银行仅收取“固
定利率”对应的利息（通常低于
该行指导定价），按月（季）结息；

“共赢利率”则根据企业不同时
期，设置不同触发条件，贷款期
间内企业如触发条件，则于贷款
到期日与贷款本金一并收取“共
赢利率”对应的利息，以分享科

技创新企业高速成长背后的经
营成果；如未触发条件，则不收
取，以体现浦发银行对于科创企
业的金融扶持。

Z公司是浦发银行的小微
客户，也是上海市小巨人培育企
业。该公司主要从事全方位的
高纯介质的制备、储存和输送系
统的设计、安装和调试服务的
综合服务型企业。该公司业务
按订单要求进行设计和安装，
工程项目中段需代垫资金后端
质保金期限限制，故对资金需
求较大。而Z公司正谋划主板
上市，伴随着IPO的重启，公司
也极有可能在 2016 年完成上
市。浦发银行为该公司特别定
制了“前低后高”的定价模式，

“固定利率+上市后共赢利率”，
该定价模式和企业的现实需求
可谓“一拍即合”，最终成功获
得浦发银行500万元小微企业
流动资金贷款。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共赢利
率”模式使Z公司在上市前以较
低融资成本获得充足的资金支
持，以更顺利地迈向资本市
场。同时，该模式的成功推出
也标志着浦发银行正以创新思
维发展投贷联动业务，对浦发
银行科技金融业务的发展更具
里程碑意义。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日，平安银行消
费金融针对工薪人士需求推出
了循环授信贷款产品“薪易
通”。记者了解到，该产品审批
手续简单，额度灵活，客户申请
成功后，可按照个人需求随借、
随用、随还，不但能满足日常消
费需求，还能作为一份备用金，
帮助客户从容面对生活中各种
计划外的需求。

据悉，该产品的利息较目前
市场上的众多纯信用贷款产品

也相对较低，以10万额度的纯
信用贷款计算，日息仅需要27
元，如果申请质押授信，日息仅
需20元，能够较大程度减轻客
户的还款压力。客户只要符合
平安银行申请要求的职业，收入
稳定，在其单位工作时间超过一
年即可凭相关工资流水证明申
请办理。该产品的授信额度也
较为灵活，信用授信最高可达
30万，旅行、装修、结婚，以及进
修等个人消费需求都可以满足，
若是客户质押定期存款以及平
安银行指定理财产品，最高可以

获得100万的质押授信额度。
除此之外，成立一周年的平

安橙子（直通银行）目前也突破
了500万客户数量，其中25岁至
40 岁之间的客户占比约 70%。
上市一周年之际，平安橙子发布
上线“梦想账户”的新功能，客户
可通过APP设定自己的理财目
标和子账户，分享至具有社交功
能的“梦想墙”。针对客户的梦
想目标、理财计划及资产情况，
通过“自动存钱罐”定期转入资
金，同时个性化地配置理财方
案，帮助客户实现理财计划。

平安银行为工薪人士定制随行钱包

私募证券基金首次现负增长

浦发银行发放首笔
“科技金融共赢利率”小微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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