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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于基金行业来说，2017 年是“稳
中求进”的一年。这一年里，公募基金产
品数量超过4700只，公募资产管理规模
合计 11.41 万亿元（截至 11 月底数据），
与 2016 年底的 3867 只、9.16 万亿元相
比稳步提升。1年间，首批公募 FOF（基
金中基金）面市，货币基金发展迅猛，新
型沪港深基金异军突起，私募行业规模
突破 10万亿元大关，私募股权基金服务
实体经济取得实效，海外私募基金加速
布局中国市场。随着资管新规、公募基
金流动性管理办法、私募登记新规等先
后发布，基金行业“四梁八柱”制度建设
更加规范，信托责任和服务实体经济的
宗旨更加明确。

公募基金亮点不少

基金行业的“全产业链”一般包含基
金设计、审批、发行、运营、转型到清盘等
环节。2017年，公募基金在“全产业链”
各环节都取得可喜成绩。Wind 资讯统
计，截至2017年12月23日，新发行公募
基金数量达833只，份额达8905.88亿份

（以认购起始日计算），无论是规模还是
数量都远超过2013年、2014年同期。

与之相对，2017 年公募清盘超过
103 只，成为历史上清盘基金数量最多
年份。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表示，
2017 年在收缩委外投资、去杠杆的环境
下，委外资金加速离场，部分委外定制基
金成为“空壳基金”，公募基金选择清盘
来削减运作成本。2017 年 6 月份，监管
层要求迷你基金数量超过 10 只的基金

公司将被暂停申报新基金，这也倒逼部
分基金公司加速清盘。

看运营业绩，5大类公募基金业绩表
现抢眼。金牛理财网统计显示，今年以
来纳入统计的4000余只公募基金（截至
12 月 23 日）平均业绩为 8.09%。其中，
200 余只主动管理型股票型基金平均业
绩为17.95%，2000余只混合型基金平均
业绩为 11.08%，980 余只债券型基金平
均业绩为1.88%，340余只货币基金平均
业绩为 3.74%，130 余只 QDII 基金平均
业绩为15.05%。

2017 年 9 月初，证监会公布首批公
募 FOF 基金名单，华夏、南方、海富通等
6家公司旗下均有基金获准发行，华夏聚
惠稳健目标风险混合型基金中基金、南
方全天候策略混合基金中基金等 6只市
场久违的公募FOF产品华丽登场。

2017 年是货币基金市场快速发展
的一年。截至 11月底，货币基金数量达
347只，规模 6.80万亿元，占全部公募基
金资管总规模比例超过 60%，这一数据
已经是货基规模连续10个月净增长。

沪港深基金崛起成为公募市场又一
大亮点。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与沪港深主题相关的 80只基
金中，今年以来业绩获得正回报的达 75
只，平均收益 18.8%。目前，全市场沪港
深基金规模达562.9亿元。

私募基金发展迅猛

2017 年是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第
15 个年头，也是国内证券监管部门实施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制
度的第三个年头。1年间，阳光私募和私
募股权基金在一、二级市场活力迸发。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17年8月底，我国正在运行
中的私募基金实际管理规模首次超过10
万亿元，与公募基金的规模差距继续缩
小。截至2017年11月底，已在基金业协
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超过2.1万家，
已备案私募基金6.5万只，管理基金规模
达10.90万亿元。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姚京津认为，
2017 年 A 股市场以“白马股”为代表的
大盘蓝筹股总体涨势喜人，对股票做多
策略的阳光私募构成业绩支撑。随着再
融资新规和减持新规的实施，定增融资
规模出现下降，给事件驱动策略私募、宏
观对冲私募等构成业绩压力。总体看，
股票型私募拔得头筹，债券、管理期货

（CTA）和市场中性策略表现不佳，与
2017年整体的市场行情相吻合。

2017 年私募股权基金支持实体经
济成绩斐然。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会长
洪磊介绍，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协会已
登记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12764 家，已备案且存续运作的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含 FOF 基金）21036 只，管
理规模 5.8 万亿元，创业投资基金（含
FOF 基金）4126 只，管理规模 5500 亿
元，在投项目 51125个、在投金额达 3.63
万亿元，相当于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2.1%。其中，投向中小企业的项目数量
达 34538 个，占比 67.6%，投向高新技术
企 业 的 项 目 数 量 达 17250 个 ，占 比
33.7%，初步显露出优质股权资本推动实

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

“四梁八柱”不断夯实

2017年 7月 1日，《证券期货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实施，4亿公募基民、数
以千万计的私募基金持有人以及数十万
家基金机构有了投资者保护的“母法”；
10月1日，《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实施，基金公司
的流动性风险防范被放到更高位置；11
月中旬，《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

除了基金行业大的制度建设，2017
年也是私募基金领域自律规则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的一年。一年来，包括登记备案
管理办法、募集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投资顾问管理办法、托管业务管理
办法、服务业务管理办法、从业人员管理
办法、合同指引与内控指引等在内的“7+
2”私募自律体系为完善全行业信用管理、
监督机制保驾护航。2017 年以来，截至
12月 23日，基金业协会先后发布 17批、
303家机构失联名单，有92家私募机构已
被注销登记。证监会专门部署2017年专
项执法行动第 4 批 10 起案件，严厉打击
私募基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负责人贾志
表示，作为资管行业代表的基金行业，在
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风险、提高流动性标
准、履行信托责任等各项规章制度不断
完善的形势下，正加快步入规范发展的

“快车道”。未来，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
基金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基金业：规模稳步提升 发展迎新机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本报北京12月 28日讯 记者彭江

报道：“1987 年，第一家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成立，经过30年的发展，财务公司行业
机构数量、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资产质量
不断优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抵御风险
的能力不断增强。财务公司充分发挥‘资
金归集平台、资金结算平台、资金监控平
台、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帮助企业集团降

低财务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
构和增强竞争力等方面作出贡献。”12月
28 日，在中国银监会举行的银行业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财务公司协会副秘书
长张若甜表示。

据太钢财务公司总经理郭涌介绍，太
钢财务公司动态紧密跟踪临汾钢铁落后
产能退出过程，防止其资金链条断裂和坏

账风险蔓延对社会的影响。在临汾钢铁
难以获得外部金融机构资金支持的情况
下，财务公司为其办理电子商业汇票承兑
业务2亿元，接受太钢集团委托为其发放
委托贷款 7.3 亿元，有效减轻其支付压
力，避免了债务风险发生。

中节能财务公司副总经理韩巍介绍
说：“中节能财务公司长期致力于为绿色

产业筹集低成本资金，自成立以来，财务
公司通过发放绿色信贷为集团内企业提
供资金支持累计达到323亿元，融资利率
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据介绍，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全国
共有244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法人机构，
所属集团合并报表资产近80万亿元，成员
单位超过 7.9万家；财务公司行业表内外
资产总额7.75万亿元，利润总额735.48亿
元，行业平均不良资产率 0.03%，行业平
均资本充足率22.27%，行业继续呈现良性
发展态势。财务公司在去产能调结构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前三季度，
财务公司为企业集团去产能提供金融服
务金额约3587亿元，直接减少钢铁产能约
1810万吨、煤炭产能约6644万吨。

助力企业集团去产能

前三季度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3587亿元

本报讯 记者陈果静报
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证
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评估
认证行为指引 （暂行）》。《指
引》对评估认证机构资质、业
务承接、评估认证内容、评估
认证意见等方面作出了规范，
强调绿色债券标识动态管理，
对于评估认证结论为“不符
合”的绿色债券，经一定期限
整改后仍无法符合要求的，撤
销绿色债券标识。

2015 年以来，绿色金融
加快发展，制度建设不断完
善，绿色债券产品创新层出不
穷。截至2017年10月末，累
计 发 行 绿 色 债 券 近 4000 亿
元。随着绿色债券市场不断扩
大，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评估
认证有待规范，信息披露的透
明度有待加强，债券发行标准
还不统一等。

《指引》强调，评估认证机
构应具备一定资质条件，按照

“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和勤勉尽
责原则”开展业务。明确对绿
色债券评估认证机构实施自律
管理，通过建立评估认证业务
质量的监督抽查、交叉检查制度，对评估认证机构的处分
处罚机制，防范评估认证机构提交虚假资料等违反职业
道德行为以及评估认证报告存在严重疏漏等情况。

《指引》 明确，绿色债券评估认证包含发行前和存
续期评估认证两部分。发行前评估认证重点判断发行人
绿色债券框架“是否合规完备”，内容包括绿色项目以
及绿色项目筛选和决策程序是否合规、募集资金管理、
信息披露报告制度是否完备、环境效益目标是否合理；
存续期评估认证重点判断上述内容“是否有效执行”，
主要包括对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合规性以及环境效
益预期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

《指引》要求，各评估认证机构可根据绿色项目具体
特点、评估认证目标等因素，自主选择《指引》中列举的访
谈、实地勘察、验算项目环境效益等方式开展业务。明确
评估认证结论统一为“符合、未发现不符、不符合、无法发
表结论的免责声明”四种类型的规范表述。

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报道：湖北省云梦县国税局以
共建办税服务厅为突破点，深度推进国地税合作办税，创
新探索出了“一人、一窗、一机、一屏、一票、一站”的“六个
一”的办税模式。该国税局打通了国地税互访互问网络
系统，统一对接了国地税征管信息系统、人民银行金库税
银联网系统，实现了国税、地税、财政、银行等部门网络互
联互通，保证了前台人员“一秒切换”、纳税人“一分办
结”。实现了一窗通办，有效解决了纳税人“两头跑、分别
办”的难题。与此同时，积极推行一站限办。通过“先办
后审、即办即审、限时办结”模式，纳税人报送资料平均减
少39%，办税环节平均压缩62%。

湖北云梦国税局：

一体化办税便利纳税人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随着浙江温州银监分局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的深入开展，日前宁波银行温州
分行以“下沉式”服务方式，把“金融+”服务理念与知识
宣传相结合、与社区服务相结合。

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不仅邀请客户走进银行，了解银
行，还将服务半径从营业厅向社区、村镇延伸，将金融产
品、金融知识送入千家万户，倡导与践行社会公益服务，
不断激发民众学习金融知识的兴趣，学会运用法律维权
方法，防范金融诈骗。

今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将结合温州银监分局推行
的“专区双录”、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等重点工作，进一步
完善金融知识普及机制，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风险防范、
使用正规金融的意识和能力，构建和谐的金融消费环境，
充分履行银行业的社会责任。

宁波银行温州分行：

下沉服务促金融知识进万家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李付升 吴鹏报道：
“‘陇原农担贷’新贷款的推出，为我们贫困县农民发展生
产送来了‘春风’。”在近日甘肃武威市举办的甘肃省“陇
原农担贷”业务启动仪式上，古浪县黄花滩设施农牧业发
展协会会长胡中山感慨颇深。

胡中山提到的“陇原农担贷”，是农业银行甘肃省分
行与甘肃省农担公司合力打造的一款全新的“三农”特色
产品，该产品致力于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担保难、
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陇原农担贷”项下设有产业贷
款、农户贷款两个子产品，既可支持涉农小微企业、专业
合作社，也可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单户额度 300万
元以内。该项信贷产品实行一次调查、一次审查、一次审
批，贷款的可得性和时效性大大提高。

据了解，近年来，农行甘肃分行始终把服务“三农”和
金融扶贫摆在重要位置，5 年累计投放“三农”和县域贷
款 1600多亿元，贷款余额达到 600多亿元，有力助推了
当地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致力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担保贷款难

银保联手打造“陇原农担贷”

《
绿
色
债
券
评
估
认
证
行
为
指
引
（
暂
行
）》
发
布—

—

不
合
格
者
可
撤
销
绿
色
债
券
标
识

2017年，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地方税务局荣

获“江苏地税金税三期工程推广上线工作先进

集体”嘉奖单位，被授予“法治泰州建设依法行

政示范单位”称号等 20 多项市级以上荣誉称

号。其中，靖江地税局第四分局获评“江苏省

工人先锋号”、“江苏省巾帼文明岗”称号。这

是靖江地税局实施“三聚焦”从严转作风，不断

提升社会形象而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聚焦基层党建，筑牢堡垒基石。靖江地税

局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开展专题系列活动，

组织党员实践活动，发挥阵地堡垒作用。

聚焦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靖江地

税局全面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分解拟制

党组主体责任清单35项、党组书记17项、班

子成员 12 项、党支部 12 项、各职能部门 35

项，确保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强化廉政文化

宣传教育。创新开展党风廉洁建设自我提醒

“六个一”活动；坚持以“三短、四微”开展

经常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与提醒。实施“专

项整治”提升作风效能建设。紧盯重要节日

时点，开展专项整治“回头看”确保“八项

规定”不打折。推进服务窗口“1+1”双评，

实施税收执法“双报告”制度，促使税务人

员秉公用权、公正执法，预防执法不廉。注

重实践运用“四种形态”。

聚焦行政质效，推动纵深发展。靖江地税

局加码推“大走访”。“回头访”、“重点访”孤山

镇勤丰等 4 个村，累计走访 7308 次，走访村民

家庭 6911 次、困难家庭 378 次、企业 19 次，电

话走访 890 户，走访困难户 120 户，共收集整

理 上 报 8 大 类 381 条 情 况 。 落 实 好“ 大 督

查”。累计督查 2017 年度各条线重点工作 65

项，内容丰富、举措详实，力保各重点工作见成

效。配合创“文明城”。推动了文明创建活动

向纵深发展。着力抓“大宣传”。开展具有地

方特色的税收宣传，加强日常宣传，重视重点

宣传，不断扩大宣传效应，取得了宣传的预期

效果。

靖江地税：施行“三聚焦”从严转作风

·广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

公告：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支行

机构编码：B0307S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07260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 8 号

丽晶苑一层1A、二层2A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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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