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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股走势不佳，上证综
指一度跌破2500点，随后在政策
暖风的吹拂下22日收于2654.88
点。不过，大股东股权质押平仓风
险仍犹如高悬在股市上的利剑，让
场内资金心惊胆战，也令部分场外
资金裹足不前。对于这一风险如
不能妥善处置，势必将继续拖累A
股市场。

数据显示，当前两市共有
2400余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股
权质押未解押，占全部A股公司
的68.2%。质押总股数近6000亿
股，较 2018 年初增长近 1800 亿
股，约占A股市场总股本的10%。
在近期市场连续调整情况下，有
近千只被大股东质押股权的公司
股价跌破质押预警线，近600只跌
破平仓线。9月以来，至少有8家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份被强
制平仓。

从情理上看，大股东质押的
股票在二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
会导致股价大跌，损害其他投资
者权益，是非常不公平不道德的
行为。在股权质押业务中，大股
东借到了资金，券商等金融机构
获得了债权和相应的利息回报，
但二级市场上的中小散户除了
能“用脚投票”外，既无法阻止大
股东质押股权，也不能从其股权
质押融资行为中获得半分钱收
益。虽然根据融资协议，强制平
仓是质权方为了保证自身资产
安全采取的保全措施，但由此造
成的负面影响却要由广大无辜
的中小投资者共同承担，让人情
何以堪？

当前，股权质押融资之所以
出现种种兑付问题，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部分大股东不顾自身能力
盲目加杠杆；同时一些从事股权
质押贷款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简
单、粗放。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融
资业务中，金融机构本应考虑到
大股东同时是第一还款来源甚至
第二还款来源的经营者，其经营
成果会直接影响作为质押物的股
权价值，容易一损俱损，难以隔离风险。股权作为质押
物不过是聊胜于无。实际上，其贷款应视同信用贷款，
评估应严于一般质押贷款。但部分金融机构见利忘义，
连最基本的信贷常识都不讲，大股东把股权尽数质押融
资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此股权质押酿成的风险“苦果”
却得由二级市场消化。

从防范金融风险角度看，必须阻止股权质押风险继
续扩散。股权质押融资风险问题一边连着金融机构，一
边连着二级市场，同时还与实体经济有着密切关系。一
旦大股东股票在二级市场被强行平仓，会造成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权转移或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局面，公司群龙无
首势必影响公司发展战略的贯彻执行，甚至人心涣散，业
务荒废。同时，上市公司在实体经济产业链条中一般居
于核心地位，一旦出现经营问题，难免影响产业链上下游
其他企业，继而拖累地方经济，用“火烧连营”形容并非危
言耸听。

正是意识到当前股权质押强制平仓带来的风险，近期
深圳、北京、河南等地国资纷纷出手接盘，救助当地上市公
司；“一行两会”3位一把手齐声喊话要求相关金融机构采
取有效措施，科学合理地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
理，并鼓励支持保险资金、各类基金为有发展前景但暂时
陷入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纾解股票质押困境。

作为股权质押融资风险的当事双方，此时更应该积极
行动起来：借款人要积极履行“欠债还钱”的义务；相关金
融机构也要采取债务展期、风险计提、债权转让、坏账核销
等方式有效化解风险。对于平时不尽责，出了问题便以保
证自身资产安全为由，在二级市场强行平仓的机构，更应
坚决叫停其相关业务并禁止开展新业务，如此方能避免股
权质押风险在二级市场继续蔓延，恢复广大投资者信心。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近日，陕西延安延川县森海
农产品公司通过陕西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服务平台

“通丝路”与美国客商达成30吨“梁家河”小米销售合同，
首批销往美国小米结算款人民币5万元于10月10日成
功到账，金融创新实践在陕西开花结果。

据介绍，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推动建立的“通丝路”平
台为小微企业和贫困农户将陕西特色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搭建了一条便捷的“人民币结算网上丝绸之路”。目前，

“通丝路”平台采取“一县一站一品”布点，助力扶贫增
收。即每个县一个站点，一个站点负责一类县域特色产
品。平台出口站点企业 81 家，覆盖陕西 60%的县域地
区，其中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区）32 个；出口产品达
200 余种，帮扶农户 3000 余家，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00余家。延川县森海农产品公司通过收购当地农户种
植的谷子、红枣等，仅小米一项就帮助当地近200家农户
户均年增收2200元。

“通丝路”充分发挥本币优势，采用人民币结算,可有
效帮助对汇率避险能力较差的小微企业有效规避汇率风
险、提高结算效率和节省汇兑费用。以出口30吨小米为
例，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使用外币结算节省汇兑费用
等财务成本1万元，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1吨小米。企
业在“通丝路”平台全程线上收款，不跑银行。

此外，“通丝路”还为小微企业定制供应链融资等金
融服务以及出口贴现、打包贷款等10余种贸易融资金融
产品，小微企业可在线提交贸易融资申请，及时高效地为
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本报北京10月22日讯 记者温济
聪报道：10 月 22 日，A 股沪深两市放量
上涨，上证综指报收于2654.88点，上涨
4.09％，成交 1973.10 亿元；深证成指报
收 于 7748.82 点 ，上 涨 4.89％ ，成 交
2247.19 亿 元 。 此 外 ，创 业 板 报 收 于
1314.94 点，上涨 5.20％。此外，在盘面
上，券商股集体涨停。

川财证券金融产品团队负责人杨欧
雯表示，当日上涨主要是受上周五及周
末多项政策利好催化作用。上周末，政
策利好密集释放。10 月19日，央行、银

保监会和证监会同时发声要求维护市场
稳定。10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召开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十次
专题会议表示，稳定市场、完善市场基本
制度、鼓励长期资金入市、促进国企改革
和民企发展、扩大开放等五方面政策要
快速扎实地落实到位。此外，证监会还
调整了私募产品过渡期的续作要求及
IPO上市筹划间隔，财政部、税务总局等
发布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征求意见稿，减
税利好进一步细化落实。

杨欧雯表示，过去 3 天的政策发布

和高层表态不论是从频率上还是量级上
都可圈可点，表明监管层正在密切关注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各项指标和各类可能
出现的风险项。这些表态和部署能够为
当前的资本市场注入信心。从其传达出
的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落实情况看，并
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的流程简化和资管新规的监管一致性
细则仍在逐步落地，资本市场的交易环
境正在不断改善。此外，积极引导保险、
银行、私募产品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鼓励
其参与上市企业、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并

适当放宽其资金比例要求的新政策将进
一步丰富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
渠道，其融资成本有望下行。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我国正在以更加
丰富和多样的资本手段调节产业结构，维
护市场稳定，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实体经
济良性运营。这一过程首先利好作为金
融中介的券商等非银金融标的，其次减税
降费利好消费标的，故而今天盘面普涨，
非银金融、消费板块涨幅居前，同时政策
支持不断的高新技术类的电子、通信板块
也表现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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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有望为并购注入新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
余在中国基金业 20 周年论坛上表示，
将鼓励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积极参与企
业并购重组、债转股以及股权融资。进
一步健全适应创投行业的差异化监管机
制，研究完善并购重组领域创投基金所
投企业上市解禁期与投资期限反向挂钩
机制等。这是监管部门近1周内第5次
表态要发展私募基金，激活并购重组
市场。

鼓励私募基金入场

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快速发
展，为促进长期资本形成、支持科技创
新和国企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证监会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累计投资项目超过9万个，形成资本
金5万多亿元。最近3年，有并购基金
参与的并购重组交易额达 5.8 万亿元，
为早期资本提供了IPO以外最重要的退
出通道。

然而在私募基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伴随着部分问题。投中信息 COO 杨
晓磊认为，过去以创投基金、天使基金
为代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参与并购
重组市场时，可能面临退出风险较大、
时间较长、退出方式单一等问题，除
IPO之外的有效退出渠道不多。受此影
响，真正有意投资于非热点行业、部分
民营企业的私募基金数量和规模相对有

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私募基金
“募资难”等问题。

为激活并购重组市场，鼓励私募
基金参与，近期监管部门已出台或将
出台多项举措。刘士余表示，一方
面，要鼓励各类各级政府管理的投资
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券
商资管等设立股权并购基金，提升上
市公司的融资便利，改善上市公司的
治理结构，有效防范股权质押风险。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私募基金积极
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优先支持设立
主要投资于民营企业的各类股权和债
权投资基金。推动完善相应的财税政
策，进一步支持私募股权基金投向高
新技术企业与产业。

除了已经实施的并购重组“小额快
速”审核机制，即将按行业实行“分道
制”审核之外，在市场基本制度改革方
面，监管部门即将出台《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有
望进一步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工具，提高
私募基金参与并购重组的审核效率。

交银施罗德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
马韬认为，由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范
围广、风险偏好高且人员和规章制度
完备，私募股权基金被寄予解决股权
质押风险的厚望，成为近期政策的重
要发力点：一是证监会放松了 IPO 被
否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上市间隔期，从
3年缩短至6个月；二是银保监会提出

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
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以上
监管部门均拿出具体措施，为私募基
金以市场化的方式、尽快参与股权质
押风险化解分别提供了制度上和资金
上的支持。借助政策暖风，私募股权
基金有望走出上半年一、二级市场整
体遇冷的寒冬。

开辟“绿色通道”

除了国家部委层面，行业协会等自
律组织也在积极推动私募股权基金入场
参与并购重组。10月21日，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
会”）发布《关于对参与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纾解股权质押问题的私募基金提供
备案“绿色通道”相关安排的通知》明
确表示，自10月21日起，基金业协会
将对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和资产管理计
划特别提供产品备案及重大事项变更的

“绿色通道”服务。
根据通知，为私募基金提供“绿

色通道”有几方面安排：一是针对参
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的私募基金
和资产管理计划的新增产品备案申
请，基金业协会将在材料齐备后 2 个
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并对外公示；二是
针对已备案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
因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申请变
更相关投资策略、投资范围等基金合

同 （合伙协议或基金公司章程） 内容
所提交的产品重大事项变更申请，协
会将在材料齐备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
基金重大事项变更手续。

此外，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
填写基金产品备案申请及产品重大事项
变更申请时，应注意填写为“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基金信息页面中，产品类
型为“并购基金”。

基金业协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的产品编码将
于完成备案后的次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数据同步，便于私
募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开立证券账户。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开立证券账
户参与非公开发行、协议转让、大宗交
易等方式，购买已上市公司股票，参与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投中研究院院长国立波认为，“小额
快速”审核、私募基金“绿色通道”等
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监管部门对私募
基金特别是并购基金对资本市场的积极
作用给予高度认可，利于并购基金在化
解优质上市公司风险中发挥积极作用。

部分概念板块有望受益

广州国平才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国平认为，对于并购重组

“松绑”、私募基金“绿色通道”等
新规，有望使券商板块、投行概念
股、中小盘概念股等受益。无论是
鼓励私募基金入场参与并购，还是
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成立并购基金
参与并购重组，均需要通过证券公
司的投行业务、经纪业务等发挥作
用。过去，这几类券商业务预期相
对悲观，而新规有望增加更多业务
量 。 前 期 因 股 权 质 押 风 险 被 市 场

“错杀”的超跌低价股、弹性比较大
的科技概念股、少数具有业绩支撑
的破净股等，也有望因私募基金激
活并购重组市场而受益。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林瑾认为，近
期一系列鼓励私募基金参与并购重组的
新规意味着并购重组市场化水平有望继
续提升，带动部分中小创企业二级市场
价值重估，但目前看这一趋势能否持续
仍存在不确定性，未来中小盘股的走势
还取决于私募基金的参与度等很多
因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关于
眉山市物资有限公司等127户债权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
有的深圳市银洲贸易有限公司等62户债权
不良资产包（编号：COAMC-SZ-2018－
JHCL）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人民币 213912.2 万

元 ，包 含 债 权 62 户 ，涉 及 本 金 人 民 币
54802.28万元，利息人民币159109.92万元

（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 2018 年 9 月 20
日,最终以借款合同、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
法律文件确定的为准），分布在广东省深
圳市。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眉山市物资有限公司等127户债权不良资产
包（编号：COAMC-SZ-2018－HHZC）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人民币420670.41万元，包含债权127
户，涉及本金人民币 136234.87 万元，利息人民币 284435.54

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8年9月20日,债权金额
最终以借款合同、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的为
准），分布在四川省眉山市、山东省滕州市、广东省东莞市、广
东省佛山市、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肇庆市、湖北省黄冈市、江
西省吉安市、北京市及广东省深圳市。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关于
深圳市银洲贸易有限公司等62户债权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
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
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
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
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
务状况良好的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
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先生、曾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215573；0755-82215453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

B栋18楼
邮件地址:zhouwen988@163.com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89
深圳银监局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
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
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
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
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
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
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
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
务状况良好的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先生、曾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215573；

0755-82215453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

南方证券大厦A、B栋18楼
邮件地址:zhouwen988@163.com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

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市财政监

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89
深圳银监局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

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分布地区
四川省眉山市
山东省滕州市
广东省东莞市
广东省佛山市
广东省广州市
湖北省黄冈市
江西省吉安市
广东省肇庆市
北京市
广东省深圳市

债权资产
6748.75

14428.19
2656.79

13467.14
2360.41
9958.01
1729.14
1893.76
2105.67

80887.03
136234.87

担保情况
保证；质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质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抵押

资金占比
5%
10%
2%
10%
2%
7%
1%
1%
2%
60%
100%

具体分布见下表：

序号

1

分布地区

广东省深圳市

债权资产
（本金，万元）

54802.28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金占比

100％

具体分布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