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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东兴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贵司与我司于 2014 年 01 月 17

日签订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 托 贷 款 合 同 》 （ 编 号 ：

45010620140000005） 及相关协议和贵

司出具的承诺书，贵司应于2015年04月

底前清偿我司全部利息及罚息。但截至

今日，经我司多次通过电话、邮件、快

递等方式向贵司催收，贵司仍未归还全

部利息及罚息，请贵司抓紧落实还款资

金，清偿所欠利息及罚息。

长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5日

长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债务催收公告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Citibank (China) Co., Ltd. Hangzhou Branch
机构编码：B0249B233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53478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7月12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118 号嘉德广场 13 楼

A,B,G单元

邮政编码：310003

电话：（86571）-87229088

传真：（86571）-8722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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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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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今年以来，已有 6 家发行

人受到自律处分。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将继续加大违规案

件特别是典型违规案件的自律

调查深度和广度，加强对发行

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惩戒力

度，提升市场惩戒效果，切实维

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

今年已有6家发行人受到自律处分——

严 监 管 仍 是 债 市 重 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ICO平台和比特币交易无风险退出国内市场

虚拟货币市场监管取得初步成效
本报记者 李华林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
截至一季度末，今年已有 6 家发行人受
到自律处分。交易商协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个别中介机构的自律调查也在积
极推进过程中。未来，防风险、严监管仍
是今年债市的主基调。

违约惩戒力度加大

6家发行人之一的中融新大近期被
给予诫勉谈话处分，责令其整改，并要求
企业责任人参加交易商协会信息披露相
关培训。“这些自律处分看似轻微，但会
影响市场机构的选择，对其发行产生实
质影响。”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如谈话批
评这样的惩戒措施主要是声誉类处罚，
影响的是将来其他机构如主承销机构、
投资人对受罚者的印象、合作选择、投资
偏好等。对受到交易所或者银行间市场
纪律处分的发行人发行的债券，机构在
选择时就会趋于谨慎。

交易商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
以来，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共对 328 家机
构的违规行为进行了自律处分，处分措
施涵盖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警告、严重
警告、公开谴责等不同层级，有 34 家机
构在受到上述声誉处罚的同时，被暂停
了一定期限的相关业务。主承销机构、

信用增进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评级公司，都有被自律处分的例子，
其中不乏一些大行、大所，以及知名评级
机构。2015 年以来，交易商协会共对
170 多家市场机构作出了自律处分，其
中包括 150 多家发行人，自律处分的机
构数量和发行人数量都超过了前7年的
总和。

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处分中，业务被
暂停会对发行企业和机构产生较大影
响。2017 年，交易商协会对大连机床、
中城建、春和集团、山东山水、亚邦投资
和国裕物流等违约企业分别给予公开谴
责、严重警告并暂停业务。作为信息披
露的第一责任人，发行人成为受交易商
协会自律处分次数最多的主体，2008年
以来的所有被处分机构中，发行人数量
接近270家，占比超过八成。

债市严监管将延续

“今年交易商协会将继续发力查处
惩戒严重违规案件相关机构，增强投资
人保护力度，提升投资人信心，维护银行
间市场正常运行秩序。”交易商协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2016年以来，在“去产能”的
大背景下，债市违约有所增多，违约企业
因涉嫌违反自律规则被立案的数量增长

较为明显。一方面，出现违约的企业，往
往也存在生产经营恶化、内部管理混乱
等问题，容易出现不重视或故意不履行
自律规则相关要求的违规情况，损害投
资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虽然部分违约企
业对于债券违约处置较为积极，但仍有
部分违约企业存在恶意违约、逃废债的
情况，置投资人利益于不顾，情形极为恶
劣，个别违约企业甚至存在涉嫌虚假信
息披露等违法情况。

下一步，交易商协会将进一步细化
自律处分规则，重点对立案标准、累犯
加重、数罪并罚、具有酌定减轻情节的
减轻处分制度等开展深入研究，力求违
规事实和处分结果对应更清晰，自律处
分的裁量标准更精确。同时，继续加大
违规案件特别是典型违规案件的自律
调查深度和广度，加强对发行人及相关
中介机构的惩戒力度，提升市场惩戒效
果，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

今年防风险、严监管仍将是债市重
点。联合资信研究部分析师夏妍妍认
为，风险管控仍将是未来我国金融市场、
债券市场的监管重点，未来“一行两会”
的体制将使得我国金融监管更加协调有
效，有利于风险防范以及债券市场的长
远健康发展。

建立统一执法机制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加大对违约企
业的处分力度体现了加强自律管理、维
护市场秩序的决心。但对于一些恶意违
约的企业，仅通过自律管理层面的处分
是不够的，应尽早建立债券市场的统一
执法机制，实现自律管理手段与行政监
管手段、司法手段的有效衔接，以进一步
提升监管效力和威慑力。

关于债券市场统一执法机制的讨论
由来已久，早在 2012 年 2 月份，国务院
决定成立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展改革
委、证监会参加的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
协调机制，推动各部门建立监管协调机
制，明确监管责任。

近年来，债市统一监管机制有了进
一步发展，2016 年 9 月份，时任央行行
长周小川明确指出，要发挥公司信用类
债券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形成集中统一、
监管有效的债券市场执法机制。2017
年11月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成立，旨在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
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强化金融监管
部门监管职责，发挥各监管部门合力。

市场人士呼吁，只有建立良好的债
券市场统一执法机制，将内幕交易、市场
操纵、虚假信息披露等涉嫌违反《证券
法》规定的案件移交证监会等行政监管
机构，由其运用行政处罚手段进行查处，
将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对
违法案件进行审判，大幅提高发行人及
相关中介机构的违法成本，才能真正对
涉嫌违法犯罪机构及个人起到震慑的作
用，维护债券市场的有效运行，保护债券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还有观点认为，当前信用债市场上发
行人违规增多，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发行人
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前，发行人违
规情形逐渐增多且类型越来越多元，到目
前为止，发行人一直是市场违规行为的主
要群体，确保市场合规运行需要抓好这个

“牛鼻子”。此外，债券市场中其他机构暴
露出的一些风险问题，最终也可能在发行
端找到原因。提高对债市发行端建设的
重视，针对性加大发行人教育工作，对于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落实债市风险防范重
要要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 4月 23日表示，全国
摸排出的ICO平台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
交易场所基本已实现无风险退出。

这也意味着，我国对虚拟货币市场
的监管取得初步成效。早在 2013年 12
月 5日，人民银行等 5部门即发布《关于
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强调比特
币不是货币，仅为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能在货币市场流通，金融机构不得开
展相关业务。

2017年比特币价格一路飙涨，最高

曾突破 2 万美元，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参
与其中。同时，以比特币和各类虚拟货
币为媒介的非法金融活动蔓延，风险巨
大。为此，2017 年 9 月份央行等 7 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
的公告》，叫停ICO并关停虚拟货币交易
平台。

根据监管政策，任何场景下各种场
内外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或者媒介都不得
进行人民币与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的直
接交易，也不允许平台以中介形式撮合

交易。严监管之下，全国摸排出的 ICO
平台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场所基本
已实现无风险退出。

不过，随着“禁令”的升级，部分原在
境内的 ICO 项目转战海外，一些比特币
交易平台也以挂摘牌、点对点等方式继
续在海外提供比特币与人民币之间的

“场外交易”。由于这种方式目前不受监
管，投资者一旦遭受欺诈或其他侵害将
面临难以维权甚至无处维权的处境。

因此，有专家认为，监管层应当更深

刻认识虚拟货币有跨境、跨领域流动的
特点，提高监管规范的法律效力层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
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表示，有必要加强
穿透式监管，针对符合“证券”特征的ICO
项目，无论其对外如何表述，都依据证券
的相关规定要求加以监管。同时建立黑
名单制度，对于有问题的境外ICO项目，
无论其运营主体和主要负责人国籍如
何，都将其主体和相关责任人列入黑名
单，禁止或部分限制其今后在境内开展
活动、从事相关金融业务。还可以开展
跨境监管合作，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采
取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在业内人士看来，对 ICO 及虚拟货
币的严监管并不表示对其背后区块链
技术的否定。从长远来看，这将为我国
法定数字货币发展营造更加稳定的市
场环境。

存货天数下降，分红、净利润等指标明显改善——

钢铁业打了个漂亮“翻身仗”
本报记者 周 琳

编者按 上市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发布已接近尾声，受

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市

公司盈利能力和成长指标向

好，折射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

加快、经济供给质量提高、我

国经济发展向纵深迈进的良

好势头。从今天起，本报推出

“从年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效”系列报道，分行业进行

剖析，敬请关注。

Wind 资讯显示，截至 4 月 23 日，申
万一级钢铁板块的 34 家上市公司中有

29 家已发布 2017 年年报，这 29 家公司
的平均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49%，净利
润同比增长 589.55%，存货周转率同比
增长 7.91%，存货周转天数下降至 57.75
天。此外，年报还显示，基本每股收益、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均同比
大幅增长。

钢铁工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工业
之一，2017 年中国钢材消费量占全球钢
材消费量约 45%，中国钢铁产业拥有全
球最大内需市场之一。“2017 年钢铁业
在转型增效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原因之一是全行业较好地落实了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相关举措。”中国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2017 年
以来我国钢铁业更加注重新常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其中，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我国钢铁业进
入“减量发展”时代，相关举措不仅有效
解决了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低质钢”
问题，还减轻了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情
况，为全行业结构调整、优化布局、转型
升级开出“药方”。

龙头钢铁公司存货天数下降，分
红、净利润等指标明显改善。申万宏
源证券统计显示，2017 年中国宝武钢
铁集团盈利再创新高，吨钢利润位列
全 球 第 2 名 ，该 公 司 全 年 营 业 收 入
2890.93 亿元，同比增长 17.44%；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91.70 亿元，同
比 增 长 111.22% 。 全 年 钢 材 销 量 为
4617 万吨，同比增长 21.5%，其中上半
年销售 2274 万吨，下半年销售 2343 万
吨。对应全年吨钢净利润 415 元，其中
上半年 271 元，下半年 555 元。鞍钢股
份公司 2017 年全年盈利 56 亿元，其中
第四季度单季盈利 23 亿元，公司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约 843.10 亿元，同比上
升 45.6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6.05
亿元，同比上升 246.84%。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姚洋认为，钢
铁业 2017 年业绩转暖有两方面因素。
一是降本增效持续进行。部分钢铁上市
公司通过持续的精细化管理、优化融资
策略和技术降本等手段取得一定成效。
二是行业兼并重组、优化布局和淘汰过

剩产能继续加速推进。
市场表现也佐证了钢铁行业 2017

年年报“打翻身仗”。Wind 资讯显示，
2017 年钢铁行业在申万 A 股各行业涨
跌幅中排名第 4 位，涨幅约 22.0%，大幅
跑赢全部 A 股平均约 3.9%的水平，仅比
食品饮料、家电、银行3个板块低。

国信证券统计显示，钢铁行业上市
公司2017年业绩成倍增长，多数企业业
绩创历史最高。发布业绩预告的钢铁上
市公司几乎全部出现了大幅上涨，其中
八一钢铁、韶钢松山、包钢股份、安阳钢
铁和柳钢股份 5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中
值为上年同期 10倍以上，企业业绩弹性
较高。另外，*ST 华菱和*ST 重钢也出
现了大幅盈利后将摘帽。

由于 2017年的大幅盈利，部分钢铁
企业偿还了银行贷款，负债率大幅下
降。“未来，随着钢铁企业的稳定盈利，企
业现金流增多，业绩有望继续优化。但
是应谨防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市场价格
调整等方面的风险。”国信证券分析师王
念春说。

近期，现货黄金在诸多利空因素打压下暴跌 20 美元/
盎司，接连失守 1330 美元、1340 美元/盎司两大关口。截
至 4月 24日中午，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维持在 1326美元/盎
司左右。

在菜百商场交易部经理李洋看来，国际避险情绪的降
温是黄金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近期国际局势有所缓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 4 月 20 日举行的劳动党中央委
员会第七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朝鲜将从4月21日开
始，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
部核试验场。只要朝鲜不受核威胁挑衅，朝鲜绝对不使用
核武器，不泄露核武器和核技术。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美国
财长姆努钦表示考虑来华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
示，中方已收到美方希望来北京进行经贸问题磋商的信息，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金融市场经过一轮情绪发酵期以后，短期情绪开始趋
于平稳，避险资金撤退迹象明显。“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整体
表现向好，美元指数有企稳反弹迹象。从美元指数连续回
调近 16 个月的走势形态来看，下行趋势有逐步减缓的迹
象，如果在此附近能够企稳并展开一轮上涨趋势，将会给金
价走势带来一定压力。”李洋表示。

不过，业内人士大多表示，虽然短期来看金价下跌，
但长线仍然具备配置需求。汇研汇语资产管理公司
CEO 张强认为，就美国货币政策而言，市场对美联储加
息的预期一致存在，且加息周期很有可能持续至 2020
年，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引导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
益率近期持续上升，这样一来市场的流动性受到抑制，
进而对股市形成一定的压力，如果美国股市下行将会对
全球市场形成较大的带动作用，届时市场的担忧情绪可
能会重燃，这样一来也给黄金价格的走势带来了诸多不
确定性。

经过中美贸易摩擦，前期美股下跌释放了由于高估值
带来的一部分风险，但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高位，这一因素
也是金融市场所担忧的，而近期的黄金价格波动主要受到
市场情绪和供需关系的影响。随着事件的缓和，投机资金
撤离拉低黄金价格，而真正主导黄金价格上涨的因素还存
在，一旦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上涨，说明市场资金面吃紧，
可能会引导资金撤离股市流入到债市。

“近期在国际金价回调的背景下，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持仓量并没有发生减仓行为，这也表明了长线资金的
一种态度，在投机行为过后，黄金价格将会逐步回到本质上
来。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存在的前提下，配置一定的黄金
是比较合理的。”张强表示。

金价短期回调
长线仍具配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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