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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昨日，财政部发布
了《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公开
征求意见。所谓职业年金基
金，是指依法建立的职业年金
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
收益形成的机关事业单位补充
养老保险基金。

在昨日出台的《办法》中指
出，职业年金基金财产限于境
内投资，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
款、中央银行票据，国债、债券
回购以及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
上的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可
转换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
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股票、股指期货
等金融产品。

《办法》指出，投资一年期
以上的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
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
债、可转换债（含分离交易可转

换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
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特定
资产管理计划、债券基金、固定
收益型养老金产品、混合型养
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
于投资组合委托投资资产净值
的135%。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
额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高于投
资组合基金资产净值的40%。

在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
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
比例，合计最高可达投资组合
委托投资资产净值的30%。但
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年金基金
不得直接投资于权证，但因投
资股票、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等
投资品种而衍生获得的权证，
应当在权证上市交易之日起10
个交易日内卖出。

《办法》还指出，投资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最高也
可达职业年金基金资产净值的
30%。投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信托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特定资产管理计划，以及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型、信托产
品型、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型、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型养老
金产品的比例，合计最高可达

投资组合委托投资资产净值的
30%。其中，投资信托产品以及
信托产品型养老金产品的比
例，合计不得高于投资组合委
托投资资产净值的10%。

安永企业家奖
中国评选再度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
日，“安永企业家奖2016中国”
项目在上海启动。记者了解到，
该奖项自1986年在美国首次举
办，在中国今年已迈入第十一
年，旨在表彰拥有卓越能力并果
敢地把握机会而成功的中国企
业家们。

今年的评选项目将围绕炙
手可热的供给侧改革主体，对

“把握机遇，引领革新”的优秀中
国企业家进行表彰。据悉，安永
企业家奖2016中国项目即日起
可接受报名。

安永企业家奖中国项目联
合主席，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黎
志光对此表示，结合当前经济形
势，中国企业应牢牢抓住“中国
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与国际
产能合作的政策机遇，主动贴近
市场需求，面向国内外市场，着
力提升企业国际核心竞争力和
品牌塑造力。

“留欧”民调领先
促英镑大涨

由于英国最新民调显示支持
“留欧”的阵营占据上风，市场对于
英国“脱欧”的担忧有所缓解，20
日英镑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走
高。当日纽约汇市尾市，英镑对
美 元 汇 率 上 涨 2.3% 至 1 比
1.4675，创2008年来最大单日涨
幅，接近1比1.4708的三周高位；
英镑对欧元汇率也升破1比1.29。

美国知名投资家乔治·索罗
斯 20 日在英国《卫报》上撰文
说，英国选民“大大低估”了投
票脱离欧盟的真实代价，若英
国“脱欧”，英镑对美元汇率将
至少下跌 15%，甚至可能跌逾
20%，将对金融市场、投资、物价
和就业带来立竿见影且非常重
大的影响。 据新华社电

浙商银行上海
被银监局处罚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银行
素来有着“缜密、严谨、细致”的
标志性印象，但近日浙商银行上
海分行因多次错报统计报表数
据，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近日，中国银监会网站公开
信息显示，因2015年一季度，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报送的非现场监管报表出现数
据错误，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
对此发文责令改正。此后，该分
行报送的统计报表再次出现数
据错报，影响了上海辖内银行业
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为此，浙商银行上海分行收
到了上海银监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银监局要求其责令改正，并
处罚款人民币15万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我国境内资本市
场开放步伐提速，国内首家外
资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日前获
准成立，恒生前海基金管理公
司6月获得“准生证”，至此国内
基金业外资持股比例最高49%
的上限被打破。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是一个
渐进过程。

2001年年底《境外机构参
股、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暂
行规定（征求意见稿）》颁布，
合资基金公司的设立正式打
开大门。2002年《外资参股基
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颁布，
基金业对外开放的序幕正式
拉开，2002 年 12 月份，首家合
资基金公司——招商基金成

立，此后合资基金公司雨后春
笋般而出。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
至2016年 4月底，我国境内共
有基金管理公司101 家，其中
中外合资公司45家，内资公司
56 家；占比达到44.55%。按照
规定，目前外资持股境内基金
公司的最高比例为49%。

但因为“水土不服”，近年
来部分合资基金公司频繁传出
外资股东撤离，合资公募基金
转内资基金公司的消息。比
如第一家合资基金公司招商
基金随着股东的变更已转为
内资，其后中融基金、西部利
得基金公司均由合资转为内
资基金公司。

去年7月，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张晓军表示，证监会适时放

宽境内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
比例限制，支持合资基金管理
公司的发展。当时有分析人士
乐观认为，放宽外资持股限制
后，外资有望实现控股公募基
金，并将优秀的基金产品、制度
等引入境内，并给境内资本市
场带来竞争和提升的空间。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公司是
恒生银行及前海金控在《内地
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框
架下，获准在前海设立合资基
金管理公司。该公司获准设
立，突破了此前境外机构仅能
为参股股东的限制。证监会公
告显示，恒生前海注册地为深
圳，注册资本为2亿元，恒生银
行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4亿元、

6000 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70%、30%；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
经理为刘宇，督察长为傅宇。

根据证监会公告，该公司
在取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
的营业执照后，到证监会领取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公
司自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
可证之日起在6个月内，应当发
行公募基金产品。

据记者了解，该公司是今年
以来获批成立的第四家公募基
金公司，先锋基金、汇安基金、中
航基金在今年早前获批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6月17日，
仍有31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还
在排队候批。从申报材料的情
况来看，本源基金早在2014年
12月31日就递交了设立审批材
料，目前仍在审查阶段。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网站消息，央行昨日以利率
招标方式开展了 1100 亿元 7
天 逆 回 购 操 作 ，中 标 利 率
2.25%。这是央行连续第二个
交易日将逆回购操作量维持在
千亿元以上。市场人士表示，
随着半年末时点临近，本周央
行实施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
但实际的净投放量仍保持在相
对温和水平，货币政策依旧保
持稳健。

央行维稳意图明显
据 WIND 资讯统计数据显

示，公开市场本周共计有3200
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其中周
一到周五分别有 1100 亿、750
亿、650亿、300亿、400亿元逆回

购到期。可见，临近半年末时
点，流动性存在季节性波动风
险，央行连续两天投放超千亿，
维稳意图明显，其适时加大流
动性投放力度，资金面总体无
忧，年中流动性风险可控。

海通证券研报指出，上周
国库定存中标利率大幅下降，
表明银行对国库定存资金需求
不迫切，打破之前6月资金面偏
紧预期。申万宏源分析师李慧
勇在研报中指出，上周国内经
济金融数据、MSCI和美联储议
息会议结果总体都在预期之
中，对市场流动性的冲击不大，
平稳度过，资金略有收紧，但整
体仍处于均衡状态。

国信证券宏观固收团队研
报中指出，6月份宏观审慎评估
（MPA）考核虽对流动性有一定
影响，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今

年3月份。此外，央行季末对流
动性呵护有加，加之6月份财政
存款会有小幅投放，总体来看，
6月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逆回
购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提供
了较充足的资金。

国泰君安认为，尽管6月末
季末因素和银行MPA考核即将
来临，但资金紧张程度低于市
场预期，在央行维稳低利率环
境的操作下，市场流动性预期
较为乐观。

货币政策依旧稳健
截至昨日，央行已连续六

日实现资金净投放，净投放量
达2000亿元。近两月，央行单
日逆回购规模大多在1000亿以
下，前日突然提高规模，主要因
为当日逆回购到期量较大，达
1100亿元，实际净投放量仍保

持在温和水平。再根据WIND资
讯的月度数据，6月央行逆回购
到期规模达13750亿，6月至今
已投放9500亿，目前仍未实现
月度净投放。可见，央行的货
币政策依旧稳健。

中信证券债券团队指出，
近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几乎实
现了流动性投放的完全对冲，
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导向，央
行依然着重维持资金面的平稳
格局，货币政策更趋实质稳
健。距离6月23日英国脱欧公
投只剩下几天，假若英国最终
脱欧，中国货币政策维持当前
的稳健基调或是最优选择；无
论出于短期稳汇率应对外部冲
击的考虑，还是中长期调结构
和金融系统去杠杆的考虑，维
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央行的
优先策略。

首家外资控股公募基金获准生证

财政部就职业年金管理公开征求意见

投资股票类产品比例最高达30%

半年末时点临近，央行货币政策仍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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