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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上海市银行同业
公会召开第十二届会员大会第
一次会议日前召开，此次大会
以市场化方式从行业中选聘产
生秘书长，由公会理事会聘用，
并与公会签订聘用合约，由此
正式完成政社脱钩，这也是本
市实现政社脱钩改革以来较早
完成改革的社团组织之一。

近年来，作为行业自律组
织，公会不断激发自身活力，持
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小微金

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
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促进上海银行业创新转型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社会影响力逐步提升。

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出席
大会并讲话。他表示，公会将
在本次换届大会后彻底完成

“政社分离”，是全国各省市中
较为领先的一步。公会将迎来
首位社会招聘的专职秘书长并
由理事会聘任。专职化的秘书
长人选，有助于公会工作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新形势下，公

会要珍惜“百年公会”的金字招
牌，继往开来，在新起点上稳步
踏上新征程，发挥贴近市场的
优势，深入思考进一步提升银
行业经营、服务、风险管理等各
方面水平的有效手段和措施，
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变中的
重要载体。公会要强化自律
约束、创新自律检查，持续巩
固和深化上海银行业理财销
售“分区、双录、三公示”等领
域的良好实践，对于行业一些
不健康的“潜规则”能够旗帜
鲜明地抵制。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随着经济步入新常
态，消费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成
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央行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个人
消费贷款额为142万亿元，2014
年达到171万亿元，2015年则直
逼300万亿元。中国消费金融市
场进入爆发期，市场容量预估未
来5年将以每年20%以上的增速
扩张。于是，各路机构纷纷发力
消费金融，但调研显示，在多元格
局下，银行仍旧唱主角。

闭环式模式日渐兴起
消费金融巨大的市场空间

被业内视为一片“蓝海”，成为
传统及新金融机构争抢的蛋
糕。比如，广发银行2014年底
推出了国内首个可受理所有个
人客户信贷申请的互联网贷款
产品——“E秒贷”，全面落地互
联网+个人信贷策略。新金融
机构，比如万达旗下的网络金
融平台快钱，推出消费信用服
务平台“快立借”，通过“借”和

“花”两部分信用服务体系，完
善消费金融多元化的布局，打
造消费金融闭环。蚂蚁金服旗
下的芝麻信用则在消费金融领
域的失信惩戒方面有所创新。

芝麻信用与某消费金融机构开
展合作，对不同账龄的逾期客
户进行负面信息披露，助力消
费金融领域还款率提升。

各路机构争夺大战中，消
费者到底会如何选择，个人消
费又有什么趋势，又看中什么
要素呢？

日前广发银行与国际知名
调研机构携手开展了“中国个
人消费性贷款调研”，挖掘消费
金融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报告
显示，多元格局银行仍唱主角，
互联网模式成创新热点，闭环
式服务模式兴起。

据悉，此次调研覆盖北京、
沈阳、上海、宁波、广州、深圳、
成都、武汉等城市，采访了超过
1600位、年龄介乎18岁-55岁
之间的不同职业者。报告显
示，从2007年广东试点消费金
融机构至今，我国消费金融市
场已形成以银行为核心，互联
网个人消费信贷、线下消费金
融机构及小额信贷机构为辅的
多元化消费金融业态。90%以
上的个人客户在需要消费性贷
款时选择银行。银行凭借严谨
的风控体系，强大的产品服务
创新能力，在信贷额、客户数上
占据绝对优势，在个人消费信
贷市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客户群体更趋年轻化
数据显示，大部分个人客

户的消费信贷额在 20 万元以
内，需求最集中的分布于2万-
10 万元区间。超过八成的中
小额消费（3万元以内）通过信
用卡进行交易支付，超过七成
客户在消费金额超过一万元时
曾用过或者考虑使用银行信用
卡分期付款。在 10 万元以上
的消费信贷领域，银行优势更
为明显。

个人客户消费金融需求也
出现了新趋势，客户群体年轻
化、下沉化，消费信贷客户群体
更广泛，门槛更低。这意味着
金融机构需要以更多元化的产
品满足新兴的市场需求。

调研报告还显示，个人客
户选择消费信贷产品时，首先
考虑以下三个因素：审批放款
速度、利息水平和信贷额度。
七成客户希望能在一周内拿到
贷款，而3万-20万单笔信贷金
额可满足80%以上消费信用贷
款客户的需求。同时，互联网
模式成为高效信贷审批平台的
最佳选择。77%的个人客户首
选网络渠道获取消费信贷产品
信息，而偏好网络信贷申请方
式的客户比例正在急剧增加。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中国基金协会2月
5日发布私募备案收紧的新规
后，2月份私募管理人备案出现

“遇冷”，3月则出现负增长。日
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私
募登记备案月报，与 2 月底相
比，3月份私募管理人登记数减
少了78家。

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 3月底，已登记私
募基金管理人25901家。已备
案私募基金27553只，认缴规模
5.70 万亿元，实缴规模 4.61 万
亿元。私募基金从业人员44.65
万人。与此同时，截至2016年3

月底，私募基金管理人按正在
管理运行的基金总规模划分，
管理规模在 20 亿至 50 亿元的
322家，管理规模在50亿至100
亿元的122家，管理规模100亿
元以上的有94家。而此前公布
的 2 月份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2月29日，协会已登记私募基
金管理人25979家，备案私募基
金26387只，认缴规模5.5万亿
元，实缴规模4.42万亿元，私募
基金从业人员39.18万人。对
比2月底数据，3月减少78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金业
协会监管收紧后，一众影视明
星：任泉、黄晓明、李冰冰、黄渤
等 人 出 资 创 建 的 私 募 基 金

StarVC也出现了“合规”问题。
基金业协会官网显示，任

泉名下有两家私募基金公司：
北京众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和
北京大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英文名均叫 Star
VC，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和
2015年9月10日在中基协进行
管理人登记，两公司注册地址一
样，但注册资本和员工数量不一
样。根据新规，必须在今年8月
1日前完成至少一只产品备案，
Star VC在协会的登记才不会被
注销，而距截止日期还有4个月，
该公司至今为止没有备案产品，
另外唯一公开的高管任泉也不
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日，2015年上海
金融创新奖出炉，沪上保险业成
绩斐然，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
奖3项，三等奖5项，提名奖4项。

本届金融创新奖保险业呈
现出量增质优、贴合市场、贴近
民生的特点。所获13个奖项占
所有奖项比例达21%，较去年9%
的占比提高了12个百分点。获

奖项目中，既有推动产品研发的
航运保险产品注册制，又有顺应

“互联网+”的海量交易互联网保
险核心平台、好福利APP，还有关
系民生的鸡蛋价格期货指数保
险、水灾风险地图、反向抵押养老
保险等项目。此次，上海保监局
推出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股权信
息系统获得金融创新推进奖，以
现代化的保险中介监管方式，优
化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环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日，消费者徐女
士被自称是物流客服来电一阵
忽悠后，稀里糊涂交出了自己的
卡号、身份证、手机等信息，结果
被骗转账1.29万元。最终，在农
行上海南汇周东路支行的不懈努
力下，该笔大额资金被追回。

4月5日上午，农行上海南
汇新场支行刚准备开门迎客，
一名客户徐小姐就焦急万分地
冲进网点大堂，焦躁之情溢于
言表。网点副行长毛仁民见情
况异常，立即走上前询问究竟。

确认完毛行长的身份之后，
客户徐小姐如见到救星般将自
己的不幸遭遇和盘托出：4月4
日下午，徐小姐接到一自称是物
流公司客服打来的电话，提示其
有一笔网购退款，在对方给出准
确的身份和购物信息后，徐小姐
放松了警惕，在对方提供的QQ
链接中先后输入了自己的卡号、
身份证、手机等重要信息。正当
徐小姐还在疑惑退款怎么迟迟
未到之时，短短几分钟内，她的
手机上就陆续收到多个账户的
扣款信息，其中仅农行卡上就被
划走了1.29万元。由于事发突
然且损失较大，许小姐当天晚上
彻夜未眠，而家人为了追回损失
奔波忙碌的身影，更是让内心有

愧的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通过查看客户上当受骗的

钓鱼网站及扣款短信，结合专业
经验，毛仁民分析得出客户的资
金似是被“诈骗公司”划转至旗
下的虚拟账户，然后通过分批购
买外地某银行理财产品的方式
进行套现。

厘清被骗资金的动向后，网
点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方案，即
整合柜面资源、抽调精兵强将、
追索资金去向：第一小组即刻电
联中国银联寻求帮助，尝试从银
联公司的后台数据库中逐步、分
笔查找每笔资金的确切走向；第
二小组在第一小组工作成果的
基础上，“兵分几路”、同时拨打
中金金融、西安银行、新思路银
行等此案涉及的金融机构。在
准确“定位”被骗资金的最后落
脚点后，农行上海南汇新场支行
青年员工充分发挥自身在电子
信息技术方面的学习优势，第一
时间帮助客户下载各家金融机
构的客户端，并且通过密码初始
化等方式掌握资金变动的“主动
权”，争分夺秒地“抢回”被骗资
金。历经四个多小时的斗智斗
勇后，客户农行卡上的被骗资金
1.29万元被悉数追回。翌日，激
动之情久久不能平静的徐小姐
专程为农行上海南汇新场支行
和毛仁民送来一封感谢信。

各路机构逐鹿消费金融“蓝海”
调查显示：多元格局下银行仍唱主角

私募基金管理人三月首次负增长
影视明星加盟的私募基金现备案危机

新一届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
即日起完成政社脱钩

上海保险业多项创新举措
荣获2015年度金融创新奖

误信来电账户资金遭划走
农行应急处理追回客户存款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今年起在
部分省份逐步加大1元硬币投放
量，有传言称“1元纸币将在短期
内退出流通”。央行货币金银局
12日明确回应，1元纸币和硬币
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存流通。

央行货币金银局相关部门
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硬
币比纸币寿命长、整洁度高、利
于环保、便于自动化处理，世界
各国小面额货币多是硬币。从
1992年开始，央行就在逐步推
进小面额货币硬币化。但中国

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差异较
大，需求多样，小面额货币硬币
化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多样化需
求和群众习惯，不会强推。

记者从央行货币金银局了
解到，从 1992 年开始，央行在
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地开
始了小面额货币硬币化的试
点。“十二五”时期，根据市场供
求情况，采取先东部后西部、先
城市后农村、先低面额后高面
额的方式逐步推广小面额货币
硬币化。 据新华社电

央行货币金银局：
1元纸币和硬币将长期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