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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近日，郑商所的苹
果、红枣期货立项申请已获得
证监会批准。我国的苹果与红
枣产量都位居全球第一，为中
国推出这两个全球首创的期货
品种提供了市场支持，而这两
种期货的推出，有利于提高期
货市场服务“三农”的能力，有
利于发挥期货市场的专业优
势，助力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
实施。

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
苹果产量最大的国家。去年，
我国苹果表观消费量约为4254
万吨，产量约为4380万吨，产值
约为2320亿元，是我国产量最
大的水果品种（不含瓜类），在

我国水果产业中具有重要地
位。在农业部认定的122个苹
果重点县市中，有33个是国家
级贫困县，涉及数千万果农，苹
果种植是果农创收的主要来
源。近年来苹果市场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较大。
由于缺少有效的远期价格指导
和避险工具，产业链的相关主
体难以主动应对市场供需变
化，只能被动承受价格波动风
险，经常造成果农和企业盲目
囤积苹果，出现“果贱伤农”、企
业损失严重的情况。因此，上
市苹果期货能够提升苹果产业
链的抗风险能力，实现产业平
稳发展。

大枣的营养十分丰富。鲜
枣富含维生素C，维C含量相当

于苹果的70-100倍，素有“天然
维生素丸”之称。红枣富含人体
必需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
物、粗纤维、各种矿物质及多种
维生素，且含量高于其他果
品。 此外，红枣还具有食用价
值和药用价值。红枣不仅是人
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粮
食之一，也是人们生活中常见、
常食用的滋补食品和副食品。

业内人士表示，期货新品种
上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服务
实体经济：一是价格发现，形成
新的定价机制，例如点价机制；
二是风险规避，帮助市场主体实
现风险转移；三是促使相关产业
注重标准化和产品质量；四是有
利于国家宏观调控，通过市场的
手段解决产业的问题。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新修订的《金融机
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
办法》已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
此办法是人民银行从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角度对金融机构提出的
新规范和新要求，执行主体是银
行等金融机构，个人不需做额外
申报，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便利
化购汇额度和跨境汇款交易不受
任何影响。主要变化在于将大额
现金交易的人民币报告标准由

“20万元”调整为“5万元”，以及
对自然人银行账户的大额跨境转
账交易报告标准，新增了“人民币
20万元以上”的要求。

洗钱行为更难逃避监管
2016年12月 29日发布的

人民银行2016年 3号令，是在
2006年2号令（2006年版《金融
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管理办法》）和 2007 年 1 号令
（《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
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的基础
上，为应对越来越高的反洗钱和
反恐融资要求，对大额交易的报
告标准、可疑交易的监测标准等
作出的修订和完善。

对于此次新的办法，坊间流
传是对个人购汇额度及跨境汇
款额度的调整。但业内人士表
示，此办法是人民银行从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角度对金融机构
提出的新规范和新要求，执行主
体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个人不需
做额外申报，个人外汇政策没有
变化，个人每年5万美元的便利
化购汇额度和跨境汇款交易不
受任何影响。3号令影响的是
商业银行本身，由于大额现金交
易的报告标准下降，银行的报送
量增加了。

但是，对于个别有“洗钱”企
图的人，由于3号令的实施，银
行数据报送和外部监管更科学、
更精准，而更难以逃避监管。

个人跨境汇款没有年度额度
此次3号令有关于将个人

信息向人民银行申报的主要变
化有两点。第一，二是将大额现
金交易的人民币报告标准由“20
万元”调整为“5万元”，调整了
金融机构大额转账交易统计方
式和可疑交易报告时限。这一
变化一度被外界曲解成：每天只
能兑换等额5万人民币的美元
或其他外币，按当前汇率约为
7100 美元，超过额度需要申
报。这是社会对3号令的误读，
对个人而言，5万美元的便利化
购汇额度没有变化，此次调整只
是增加了银行向人民银行报送
的数据量。

第二，新增大额跨境交易人
民币报告标准，以人民币计价的
大额跨境交易报告新增“人民币
20 万元”这一跨境人民币标
准。对于这一新增标注，坊间有
传言，7月1日将要求“跨境汇
款1万美元及等值外币都需要
向上申报”。但是3号令相对于
旧办法，在外币的报告标准与
2006年2号令一致，仍为等值“1
万美元以上”，只是由于跨境人
民币汇款的发展，新增了“人民
币20万元”这一人民币标准，在
报告主体方面，同样是银行等金
融机构，而不是个人。

此前国家外汇管理局人士
表示，个人跨境汇款不存在年
度额度。目前依据2007年发布
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在经常项目下的境内个人
外汇跨境汇款，单笔或当日累
计不超过等值 5 万美元的，可
直接凭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
超过等值 5 万美元的，凭身份
证件和交易相关证明等材料在
银行办理。

3号令从发布到正式施行
有半年的消化期，几位银行人士
均称，从个人购汇和跨境汇款的
业务交易量看，近期比较平稳，
没有异常波动。

此外，按照国家外汇管理
局6月发布的《关于金融机构报
送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的通
知》，2017 年 9 月 1 日起，对于
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实体和网络
特约商户发生的单笔等值1000
元人民币（不含）以上的消费交
易，发卡行应以法人（总部）为
单位，汇总本行全部交易信息
后集中报送。

银行人士指出，这不是限制
个人符合政策的境外正常消费
和取现，只是涉及银行端和监管
端之间的信息报送，将个人境外
消费和取现交易纳入了数据报
送范围，对客户境外正常的消费
和取现交易没有影响，但是，个
人客户在境外需要合法、合规使
用银行卡，不得用于资本项目外
汇管理政策尚未开放的用途，也
不得频繁提取大额外币现钞以
规避限额监管。

郑商所苹果与红枣期货获批立项

我国首创期货品种支持实体农业发展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管理办法新规实施

个人跨境汇款没有年度额度限制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国内两大支付巨
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无现金
支付争夺战争已燃烧至海外。
青年报记者昨日获悉，日前美
国在线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
Stripe宣布与支付宝达成全球
合作。

据悉，目前，Stripe业务已
经覆盖了包括美国、日本、法国、
澳大利亚等在内的25个国家和
地区。支付宝方面表示，这次合
作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在这些地

方的消费将更加便利。
支付宝方面介绍，被称为

“移动时代PayPal”的Stripe，目
前服务的客户有Facebook、Pin-
terest、运动品牌Under Amour、
超市 Target、网约车平台 Lyft
等。将来，中国消费者有望在这
些商户直接用支付宝来付款。
此外，支付宝还与Stripe合作，
支持Stripe用户进行定期订阅
付款。这意味着，对于基于
SaaS（软件即服务）或者订阅式
支付的商户网站，Stripe也可以
支持其接入支付宝。

无现金支付战火燃至海外

■资讯

境外正常的消费和取现交易没有影响。 青年报资料图

“总感觉钱花得特别快，只
需要在手机屏幕上点一下，或在
线下商铺扫一下，随后便是每月
的消费账单如约而至。”日前，北
京市民王先生谈及上半年的消
费感受时说。其实，消费数据增
长的背后，是我国消费金融市场
的蓬勃发展。

当下，消费金融已渗透到
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打开手
机就能看到自己的贷款额度，
海外刷卡银行会主动提升额
度，用手机买百八十元的东西
也能用信用赊账……上半年，
传统银行和新兴金融机构在消
费金融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
消费者却乐享其成。

上半年“钱花得快”已经反
映在统计局的数据上，今年1至
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2561亿元，同比增长10.3%。
而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一定程
度上对消费起到了刺激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天猫商户在
开通蚂蚁花呗分期的首月，蚂蚁
花呗在该店铺的交易额提升
33%，次月继续提升26%。今年
天猫618期间，蚂蚁花呗分期交
易金额突破40亿元。

如果你觉得上半年钱花得
快，也许因为消费金融太方便，
传统银行和新兴金融机构都抢
着为你服务。

今年以来，不少消费者发
现，银行在消费金融方面猛然发
力。年初，工商银行推出个人信
用消费贷款——“工银融e借”，
主打低价，“贷款1万，日息约1
元”；建设银行不断优化快贷的
操作流程，3秒即可解决贷款手
续；中国银行近日发布了专为大
学生量身打造的“中银E贷校园
贷”……

中国银行业协会今年发布
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
显示，七成银行家认为个人消费
贷款是银行的发展重点，消费金
融因为具有小额分散、风险低等
特点，正成为传统商业银行的

“兵家必争之地”。
尽管大行的价格优势不言

自明，但随着客群愈发年轻、需
求愈发细化，消费者对于金融消
费服务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基于
互联网生态圈的金融机构仿佛
更具优势。

马上消费金融首席执行官
赵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区块
链、云服务、大数据已经成为大
多数消费金融公司不可或缺的
竞争要素，而这背后是消费金
融机构开始将重心放在“人”
上，挖掘消费金融背后的“人”
的需求。

“目前，互联网银行、新兴
互联网金融机构已成为个人消
费金融的生力军，与大行错位
竞争，形成互补。”苏宁金融研
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
志龙介绍，尽管苏宁金融“任性
贷”今年2月底才上线，但发展
至今，累计放款额超 10 亿元。
作为以“互联网银行”定位的首
批民营银行，微众银行日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
该行微粒贷累计放款额突破
3000亿元。

在此背景下，实力雄厚、掌
握大量征信数据的银行也不能
单打独斗，得谋求合作共赢。今
年以来，传统银行和互联网机构
的合作更为密切，工行牵手京
东，农行牵手百度，建行牵手阿
里，中行牵手腾讯……从合作协
议不难看出，除了金融科技，消
费金融、零售业务成为合作的重
要内容之一。银行希望借助互
联网机构搜集客户的行为信息、
历史消费习惯、消费能力等弱特
征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征信
数据不足的问题。

“消费金融大发展的市场环
境正加速形成，未来十年将是中
国消费金融的黄金十年。”工行
牡丹卡中心总裁王都富表示，不
管是传统银行、金融消费公司，
还是新兴互联网银行、互联网金
融公司，都在积极用新技术、互
联网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适合的产品和服务，金融与科技
的结合将为消费金融带来更可
期的未来。 据新华社电

上半年钱花得快？
是消费金融太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