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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近日，郑州商品交易所发布
相关通告，公布了白糖期权上市有关事项。其中，上市时
间为4月19日，4月18日当晚所有品种不开展夜盘交易。

根据《关于挂牌白糖期权合约有关事项的通告》，首
日挂牌的白糖期权合约月份有 8 个，最近月份为 2017 年
7月份，其他依次为 2017年 9月份、11月份，以及 2018年
1 月份、3 月份、5 月份、7月份和 9 月份。根据白糖期权合
约规定，每个月份将挂出 1 个平值合约、5 个实值合约和
5 个虚值合约，分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两种类型，首日挂
牌合约数量为 176个。

为保障期权市场平稳运行，郑商所制定有针对性的
措施。在最大下单数量方面，限价指令的每次最大下单
数量为 20 手，市价指令的每次最大下单数量为 2 手。在
限仓方面，非期货公司会员和客户所持按单边计算的某
月份期权合约投机持仓限额为 200 手，做市商持仓限额
为 10000手，以满足做市商履行报价义务需要。

郑商所：白糖期权将于 4 月 19 日上市

资本市场不欢迎“伪珍珠”
温宝臣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
龙水路分理处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22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1月 30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城区镇龙水路 38 号院
10号楼底商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0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台支行
幸福家园分理处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22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北街 5 号院 4 号
楼一层北侧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0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蓝堡小微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8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2月 0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 3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22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柳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56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1月 19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 7 号万柳医
院医疗辅楼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08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镇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3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3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2月 07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阳洲鑫园二区 21 号 1
至 3层 21-14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21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软件园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5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77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2月 20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
区 1号楼 106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22日

供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191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5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 02月 2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 C
座 7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3月 07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门头沟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7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81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2月 27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新桥大街 57 号

“国泰百货”大厦一、二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28日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将台支行
机构编码：B0270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92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 09月 25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8号183单元
发证日期：2017年 03月 2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北大
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9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北大街 1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熙大道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7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5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清河营东路 1 号院 4 号
楼一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家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4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高家园 106 号楼 1 层
106-1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门内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56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93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 29 号 1 层
102室
发证日期：2017年 03月 2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威南路
弘善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162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3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 310 号楼 1层
101号底商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景阳东街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2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9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景阳东街 66 号院 3
号楼 2层 201
发证日期：2017年 03月 3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神庙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9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29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宋庄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7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6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小堡村南3号院1号楼1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幸福三村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52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96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2号楼东侧
发证日期：2017年 02月 16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2017 年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之年，也是金融业风险防控的关键
之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
到，银行业重点风险监管将加码，强监
管、强问责将成为常态。

“中国银监会已针对风险领域制定了
7大行动方案，特别是重点风险领域，接下
来将逐一实施。”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杨
家才说，具体监管文件将于近期下发。

他表示，防范金融风险是监管者的
首要使命，今后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补足监管短板，尤其是股东监管短
板，及时更新监管规制；二是开展专项行
动，整治市场乱象，敢于亮剑，勇于“揭盖
子”；三是主动参与、自觉服从协调监管，
使得银行业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
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最优协同效应。

防风险：

专项行动方案已制定

杨家才表示，银行业已将防控金融
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17 年将是
强监管年、强问责年。

目前，银监会根据风险领域制定的 7
大行动方案，实行“一险一策”，突出风险
防控的针对性，以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为底线，扎实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
控。具体来看，一是严控不良贷款风险；
二是严盯流动性风险；三是严管交叉性
金融风险；四是严防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贷款风险；五是严治互联网金融风险；六
是严处非法集资风险；七是防范外部冲
击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部分金融机构暴
露出的股东、公司治理风险将得到重点治
理。“从股东、股权入手，看其资质、动机、
资金来源。”杨家才说，金融机构资本金必
须执行实缴制，一定要有“真金白银”。

他表示，今年将继续研究、弥补监管
短板，扎紧制度笼子。银监会将针对各
项薄弱环节，根据银行业务和风险的新
变化、新现象、新特征，及时更新监管规
制，填补法规空白，推进法规文件的“立

改废”进程，杜绝“牛栏关猫”。
此前，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已有

序展开。据悉，银监会今年一季度已重
点整治了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
规章制度、业务、产品、人员、廉政风险、
监管行为、内外勾结违法、非法金融活动
等十大问题。

治乱象：

一季度行政处罚 485 件

防范金融风险需要行政处罚“保驾护
航”，这也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制度保障。

“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银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的一项重要监管权力和职责，
我们始终保持整治金融乱象高压态势，
重拳出击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银
监会法规部主任刘福寿说。

具体来看，2017 年一季度，银监会
系统作出行政处罚 485 件，罚没金额合
计 1.9 亿元；处罚责任人员 197 名，其中，
取消 19 人的高管任职资格，禁止 11 人从
事银行业工作。

其中，仅在 3 月 29 日，银监会就作出
了 25 件行政处罚决定，针对票据违规操
作、掩盖不良、规避监管、乱收费用、滥用
通道、违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市场乱
象，罚款金额合计 4290万元。

据悉，此次共惩处了 17 家银行业机
构，包括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平安银行、
恒丰银行、华夏银行以及作为信达资产
管理公司交易对手的招商银行、民生银
行、交通银行等机构；同时，对 8 名责任
人员分别给予警告和罚款，其中含 2 名
机构高管。

“目前，又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已立
案，正处于行政处罚调查审理程序中。”
刘福寿说，对于屡查屡犯、案件频发、严
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各类乱象，银监会将
继续加大监管处罚力度，进一步严厉打
击、严肃处理。

同时，银监会还开展了“三套利”“四
不当”专项整治，即整治监管套利、空转
套利、关联套利；整治不当展业、不当交

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从而使得银行
业金融机构“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愿
违规”。

强问责：

“上追两级”双线问责

与“ 强 监 管 ”伴 随 而 来 的 是“ 强 问
责”。刘福寿表示，银监会将坚持双线问
责，强化高管责任，同时严格处罚标准，
加大罚没力度。

在 问 责 方 面 ，首 先 ，坚 持“ 一 案 三
问”，如有案件发生，要坚决问责经办人、
相关人和负责人；其次，坚持“一险三
问”，如果造成风险，要严格惩处业务发
起人、业务审批人和机构负责人；最后，
对于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坚
持“一损三问”，即问责销售人、代销机

构、代销机构负责人。
同时，坚持“上追两级”，推行“双线

问责”，情节严重的，坚决顶格处罚。
“推动建立银行从业人员黑名单制

度，对于严重违规违纪、被机构开除的责
任人员，一律列入黑名单，实施行业禁入，
防止高管带病流动、提拔。”刘福寿说。

此外，银监会还将严格处罚标准，加
大罚没力度。对于各类银行业违法违规
行为，既要处以罚款，也要没收违法所
得。落实“穿透原则”，坚持“过罚相当”，
坚决避免监管套利，杜绝金融机构从违
规行为中获利。

刘福寿表示，银监会也将持续跟踪
整改进度，对于屡查屡犯的机构，从严从
重处罚，督促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
险管理框架，切实履行好风险防控第一
责任。

针对风险领域制定 7大行动方案，一日之内作出 25件行政处罚——

银行业“强监管强问责”将成常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子源

一日之内作出 25 件行政处罚、惩处

17 家银行业机构，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处

罚行动凸显了监管的震慑力。面对当下

金融市场部分领域隐匿的乱象，监管处

罚要敢于“揭盖子”，敢于“硬碰硬”，既要

筑好制度篱笆，又要强化巡逻人员的责

任担当，让监管部门成为金融市场的看

门人和守夜人。

众所周知，银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

业，风险具有复杂性、隐匿性和传染性，

因此监管部门要增强“同风险赛跑”意

识，跑在风险前面、赢得主动，根据市场

最新变化完善制度“篱笆”。

有了篱笆，更要有执行监管处罚的

队伍，“打铁还需自身硬”。因此，要强化

监管人员的责任担当意识，让巡逻、值班

的震慑力得到充分彰显，让整治金融乱

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为此，银监会已对监管处罚工作组

织架构作出改革，调整行政处罚流程，形

成了调查、审理、决定相分离的行政处罚

机制，以提升处罚专业性、提高监管透明

度。此外，实行罚管挂钩，将处罚结果与

市场准入、履职评价、监管评级相结合，

强化处罚的震慑效应。接下来，银监会还

将开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的专项治理，

重点整治违规开展关联交易、花样翻新

的利益输送、重大经营管理信息隐瞒不

报等不良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处罚的最终目的是

“以罚促改”。为此，监管部门在“揭盖子”

后，还应督促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机

制、风险管理框架，履行好风险防控的第

一责任。

监管要敢于“揭盖子”

□ 郭子源

监管部门重拳出击监管部门重拳出击，，整治整治

金融乱象金融乱象。。针对不良贷款针对不良贷款、、流流

动性等风险动性等风险，，银监会已制定银监会已制定 77

大行动方案大行动方案，，接下来将逐一实接下来将逐一实

施施 。。 同 时同 时 ，，及 时 更 新 监 管 规及 时 更 新 监 管 规

制制，，杜绝杜绝““牛栏关猫牛栏关猫””。。银监会银监会

还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还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强化强化

问责机制问责机制，，督促银行业完善公督促银行业完善公

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框架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框架

上周六 （4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

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上市公司像

是项链上的珍珠，珍珠是美好的象征。应当说，我国上

市公司大多数是好的。但遗憾的是，鱼目混珠者有之，

有的还成了市场乱象的制造者。

在这些鱼目混珠的上市公司中，有的财务造假，有

的用高送转来拉高股价套现，有的热衷于“忽悠式”

“跟风式”重组，还有的上市公司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

和主营业务，但其大股东和董监高超比例减持甚至清仓

式减持⋯⋯

新年伊始，ST 慧球一份长达 1001 项的“奇葩”议

案清单在市场中传播，引起一片哗然。在这份议案清单

中，多数议案内容极不严肃，与上市公司经营运作毫无

关联。从最初的对抗监管拒不披露举牌方股权变动信

息，到公司信披、治理陷入失控状态，再到发出令人匪

夷所思的“1001 项议案”，ST 慧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吸

引了舆论的关注。

有的公司业绩修正翻脸比翻书还快。今年 2 月 3

日，山东墨龙发布业绩修正公告，称公司 2016 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48000 万元到 63000

万元。但是，在 2016 年三季报中，山东墨龙曾预计

2016 年净利润金额为 600 万元至 1200 万元，同比扭亏为

盈。在修正之前大股东疯狂减持，自己套现以后再来个

业绩修正，只留下在高位套牢的散户四顾茫然。

有些公司在更名时，故意将名称往热门概念方面靠

拢，指望通过炒概念、制造想象空间去拉抬股价。2015

年 5 月份，当时的多伦股份发布公告称，立志于做中国

首家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后来，借着 P2P 热潮，多伦

股份更名为奇葩的“匹凸匹”，通过浑水摸鱼的做法，

实现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如今，这家

互联网金融概念第一股，因为连续两年亏损已经戴上了

ST 的帽子。

诸如此类的上市公司，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已

走不动、跟不上了，本应该穷则思变，积极转型或者加

大创新力度谋出路，但一些投机者却和某些用心不良的

公司高管沆瀣一气，利用资金、信息优势等兴风作浪，

操纵市场，起了坏作用。

资本市场不欢迎这种“伪珍珠”。监管部门要出重

拳治理市场乱象，该处罚的处罚，该退市的退市，不管

是谁犯了规，都要让它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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