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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近日，上海期货交
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正式发布了《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章程》、《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交易规则》以及原油期
货标准合约等 11 个相关业务
细则。标志着原油期货上市取
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版原油期货
呼之欲出。

根据合约，原油期货的交易
单位为1000桶/手，最小变动价
位0.1元（人民币）/桶，涨跌停板
幅度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
价±4%，合约交割月份为最近
1-12 个月连续月份及随后八
个季月，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
价值的5%。

原油期货是证监会批准的
首个境内特定品种，境外交易者
和境外经纪机构可以依法参与
原油期货交易，其整体方案的基
本框架是“国际平台、净价交易、
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根据
我国期货市场实际运行情况和

扩大对外开放的探索步骤，原油
期货旨在建立一套既符合我国
期货市场监管制度要求，又吸收
国际市场通行惯例的规则体系，逐
步形成并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规
则体系，服务石油产业市场化改
革，为境内外石油产业链企业、各
类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

原油期货在国务院相关部
委政策的支持下，落实境内外资
金进出方式，实现境内市场与全
球市场的融通。一是充分利用
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理等金
融创新政策，原油期货以人民币
计价，接受外汇作为保证金使
用。二是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
直接和间接的交易方式，方便境
外投资者参与原油期货交易。
三是明确能源中心的中央对手
方地位，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对于中国而言，原油期货的
上市意义不凡，影响最深远的必
然是原油市场定价权、以及价格
体系建立上。东航金融衍生金
融部经理岳鹏表示，缺乏期货品
种使得我们在金融定价权上完

全被动。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
能源交易中心挂牌后，首先就能
刷新传统亚洲地区的定价体系，
传统上新加坡在亚洲能源金融
方面有很强定价权。

也有专家认为，国际油价金
融属性大幅增加，地缘政治局势
复杂，国际油价波动性增强，加
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我国亟
须在原油定价市场谋求更高的
话语权，建议加快推进我国原油
期货市场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油气交易中心。

虽然统称为原油，但是规格
仍是千差万别。与主流的两个原
油交易所合约——纽约商业交易
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即WTI
期货合约以及伦敦国际石油交易
所（IPE）的BRENT（北海布伦特原
油）期货合约不同的是，在交割标
的物上，能源交易中心选择中质
含硫原油作为交割标的。

能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阶段，能源中心将按照业务
规则积极稳妥地完成各项上市准
备工作，争取年内推出原油期货。

工行上海分行
积极推进服务文化建设

服务是金融生存之本、发展
之基。今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
在北京正式发布了“客户为尊，
服务如意；员工为本，诚信如一”
的服务文化核心理念。近半年
来，工行上海市分行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努力打造“客户首选
银行、客户优质体验银行、员工
满意银行、客户最信赖银行”。

从战略到细节创造和谐金融
今年年初，工行上海分行就

制定了《2017 年服务工作要
点》，从机制建设、短板提升、厅
堂服务、氛围营造等工作目标。
从4月起至年底，该行还将逐季
接力式开展“党员服务先锋岗”、

“优质服务先锋队”、“优质服务
榜样店”三个百日活动，以党建
促进服务提升，以服务提升检验
党建成果，通过以点带面的带动
效应，推进工行服务改进工程的
落地实施，切实提升服务口碑。

渠道流程创新提升客户体验
工行上海分行大力开展产

品创新、渠道优化、流程改进等
工程，不断促进服务供给能力的
增强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比如该
行大力推行“人智+机智”相结
合的智能服务模式，客户可以通
过网点配备的多种智能设备方
便快捷地自助办理大部分银行
业务，并且不需要填写繁琐的纸
质单据和一次次重复签名，只需

点触绚丽的屏幕，全程通过影像
识别、证件读取、电子签名、人工
核验，就可快速办完业务，现在
新开一张银行卡或者办一个网
银U盾，只需要两三分钟就可以
完成。据介绍，工行上海分行的
智能服务网点已超过440家，占
全部网点的九成多，网点非现金
柜面九成以上、超过180项个人
常用非现金金融服务都已经可
以通过智能服务渠道办理。

深化客户关怀打造服务标杆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

部营业厅位于外滩24号，是工
行的一块“金字服务招牌”。营
业厅坚持“一快、二准、三暖”的
服务要求笑迎天下客——“一
快”是以错时工作制和业务分
流，实现客户排队等候不超过8
分钟；“二准”是以眼勤、口勤、手
勤、腿勤，准确办理客户业务，准
确识别客户需求；“三暖”是以暖
语服务、暖心服务与暖民服务构
建最佳客户服务体验，实现柜面
服务“零投诉”、微笑“零距离”、
机具“无故障”、窗口“无长队”和
语言“无障碍”。2016年该行也
获得了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千佳示范网点的殊荣。

用心、用感情服务不仅仅出
现在这几个标杆网点里，在全市
近500家工行网点里，都有奉献
型服务和真诚的客户关怀在涌
动，都有和谐金融在生长。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广发银行第二届“家
庭财富健康义诊”近日在上海举
行。该行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家
庭财富健康状况普遍处于亚健康
状态，财富结构亟待优化。

家庭财富健康体检系统由广
发银行的私人银行投资顾问团队
研发而成，通过生命周期识别体
系和资产配置健康评价体系对
每个家庭进行综合评判：一方面
从人生阶段、收入状况、资产状
况、增值预期、风险能力和投资
经验六个维度对家庭主要成员

所处的生命周期进行状态识别；
另一方面对他们在四大类金融
资产（理财产品与存款类、债券
及信托类、股票类、保险类）的配
置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然后通过
科学的财富健康诊断模型计算
出每个家庭的财富健康状况评
分，提供客观、中立的财富诊断。

去年5月，广发银行率先在
推出业内首届“家庭财富健康义
诊”活动，由行内的13位财富顾
问，在线免费为全国1000个家
庭进行财富健康诊断，同时线下
通过活动为近1000名客户进行
一对一义诊。

多数高净值家庭
财富配置仍处亚健康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国航、东航、南航
和海航国内四大航空公司服务
质量如何呢？最新的统计显
示，南航运输旅客量最高，海南
航空客座率最高，有效投诉率
国航居前。

近日，国航、东航、南航和
海航等国内上市航空公司陆续
公布了4月份的运营数据，从数
据中可以一窥市场关注的客座
率和运输旅客量，根据各家数
据，4月份，南航运输旅客量最
高，达1010.87万人次，同比增
长7.07%，海航国际客运量增长
最大，同比90.78%。东方航空旅
客运输量为 892.2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6.7%，国航旅客运输量
817.06万人次，同比增长1.7%，
海南航空旅客运输量574.98万
人次，同比增长55.61%。

客座率继续保持高位，海
航客座率最高为87.06%，东方航

空客座率为 81.33% 同比下降
0.85% ，南 方 航 空 客 座 率 为
82.68%，同比增长0.98%，中国国
航客座率为为80.9%，同比增长
0.6%，

民航局昨天发布了2017年
3月航空运输消费者投诉情况
通报。据通报统计，民航局运
输司、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
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 1747 件（电话投诉
611件，书面投诉1136件），其
中境内航空公司 1492 件，港、
澳、台地区及外国航空公司133
件，机场投诉120件，机票销售
代理企业2件，当月没有发生对
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企业的投
诉。

据了解，3月份，受理消费
者对境内航空公司的投诉1492
件，投诉最多类型的为航班问
题577件，占38.67%，预定、票务
与登机345件，占23.12%，退款
214件，占14.34%，行李运输差

错173件，占11.6%。在境内各
航空公司投诉类别和数量统计
中，东航、南航和国航的投诉数
量居前，分别为262件、210件和
190件，海航投诉共63件排在第
5 位，排在第四位的是四川航
空，有投诉135件。除航班问题
外，在预定票务与登机、退款、
行李及旅客服务等环节，投诉
发生较为集中。

从有效投诉率来看，在本
次列入统计的40家航企中，四
大航空公司有效投诉率排名平
均位于第15-26位之间，其中，
国航有效投诉率排在第15位，
东航有效投诉率排在第16位，
南航有效投诉率排在第20位，
海航有效投诉率排在第26位。

3月有效投诉率排在前十
位的分别是云南红土航空、东
海航空、西藏航空、乌鲁木齐航
空、瑞丽航空、江西航空、广西
北部湾航空、幸福航空、四川航
空及中国联合航空。

民航局通报消费者投诉情况
近四成投诉为航班问题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2017 年 5 月 17
日-19日，以“让未来发生”为主
题的2017第一财经技术与创新
大会在上海举办。大会议程涉
及能源、医疗、教育、汽车、金融、

城市等领域，从战略到执行，从
虚拟到实体，从基础到应用，探
索技术与创新在不同场景下如
何发挥影响力，如何让未来发
生。

大会介绍，2017中国创新
研究报告将于10月发布。

2017中国创新研究报告
将于10月发布

原油期货合约及业务细则公布
争取年内推出原油期货

■资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日，央行网站日
前更新了已注销支付许可证的
机构名单，注销名单中新增6家
支付机构。据悉，这六家公司的
注销原因均是因公司合并而被
注销牌照。至此，支付牌照由已
经减少至于252张。

六家被央行的注销的支付
机构分别是：上海富友金融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势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资和信网络支付有
限公司、上海付费通企业服务有

限公司、浙江盛炬支付技术有限
公司、易通支付有限公司。不
过，这六家全都是因为合并而注
销。至此，央行正式注销的支付
机构名单已达10家，包括此前
倒闭的三家预付卡公司和一家
主动申请注销的北京润京。在前
三批续展中，一共有10家支付机
构被要求合并，除了以上的六家
已经完成合并之外，还有国付宝
合并海南一卡通、点佰趣合并温
州之民、杉德支付合并杉德电子
商务、通联支付合并通联商务。

这其中，杉德和通联已经严

重逾期。按照央行续展要求，即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17
号，被合并支付机构应于公告之
日起6个月内完成支付业务承
接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业
务承接工作完成后，办理相关
《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注销、换发
事宜。彼时的公告时间是2016
年8月11日。

按照时间推算，杉德和通联
最晚应该在今年的2月完成业
务承接和牌照换发，截至目前，
这两家支付机构已经逾期了3
个月。

央行又注销6家支付机构
支付牌照还剩252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