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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系统未来走向成为市场热议话题——

科创板来了，新三板咋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中国东方已摸排P2P爆雷的6个重点省市——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P2P风险化解获初步进展
本报记者 郭子源

备受市场关注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以下简称“AMC”）参与化解P2P风
险已取得初步进展。

经济日报记者日前从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已摸排了
P2P爆雷的6个重点省市，未来将积极探
索P2P风险资产收购处置路径。

今年下半年以来，P2P 风险事件频
发，部分平台出现了提现困难、延期兑付、
网站关闭、跑路、经侦介入等诸多问题，引
起了较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对此，监管部
门曾召集四大 AMC 相关负责人开会，研
究其入场化解P2P风险的路径。

“作为金融稳定器、经济助推器和企

业服务器，我们将积极发挥化解不良资产
风险主力军作用。”中国东方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陈建雄表示。

他介绍，中国东方已初步了解了P2P
爆雷的6个重点省市情况，召开会议并部
署安排了相关工作，尤其对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收购处置个人贷款存在的政策障碍、
合规障碍、风险识别障碍等问题开展了研
究。

据了解，目前的政策障碍主要体现
为，P2P 平台多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
贷，但根据《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
于国有商业银行股改过程中个人不良贷
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银行和 AMC

应依法对个人贷款全额追偿，不得采取打
包出售、打折减免等方式处置。

从合规障碍来看，P2P不良资产属于
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根据相关监管政策
要求，AMC收购此类资产应符合真实、有
效、洁净的条件，对涉及民间借贷的企业
或项目审慎收购，但 P2P 平台的不良资
产多与该规定相左。

从风险识别障碍来看，由于部分P2P
平台的底层资产混乱，难以摸清情况，导
致 AMC 在收购时无法完成监管要求的
相关风控程序，如可行性论证、资产定价、
方案设计、取得资产性质证明等。

陈建雄表示，需准确认识 P2P 机构

的问题类型，对于确有一一对应底层资
产、真实投资行为的项目，即底层资产真
实、清晰的项目，以商业化、市场化的原
则，积极研究介入，开展尽调、估值和谈
判，以适当价格收购不良债权，寻求解决
P2P流动性风险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业内人士建议，
对于涉嫌非法集资、诈骗的非法 P2P 平
台，应由司法机关介入，采用非常手段追
回涉案资产，依法保护受害人权益。

“未来，中国东方将主动对接地方政
府和监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摸排重点省市
P2P行业具体情况，积极做好项目挖掘和
研究工作。”陈建雄说。

一石激起千层浪。
就在近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 （俗称“新三板”） 推出系列改革之
时，上交所设立科创板的消息横空出
世。新三板未来的走向，成为市场热议
话题。

如何看待科创板对新三板的影响？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科创板的推出，将积
极影响新三板。以服务科技创新为主线
的资本市场制度创新起航，也为承载着
服务创新创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使
命的新三板打开了创新的空间，新三板
改革值得期待。

制度建设日臻完善

中国资本市场一直有一个“纳斯达
克”梦想。在科创板提出之前，新三板被
市场认为是“试验田”，最有可能成为“中
国的‘纳斯达克’”。

2013年6月份，《国务院关于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
发布，明确新三板主要为创新型、创业
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

在新三板市场，公司挂牌不设财务
门槛和股权分散度要求，以包容性理念
设置准入条件，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保障
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等。这些
制度安排十分接近注册制。同时，新三板

有做市商制度。企巢新三板学院院长程
晓明认为，做市商制度是纳斯达克市场
的精华，新三板也学了过来。

截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新三板挂
牌公司存量 10908 家，已成为全球上市

（挂牌）企业数量最多的证券交易场所。
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约94%，高新技术
产业占比约65%。

当然，挂牌数量多了，公司也难免良
莠不齐。新三板做市已有 4年，挂牌公司
不断分化，有的市值一飞冲天，有的股价
跌跌不休。在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股份
高度集中是市场特色，80%的公司股东
不到 10 个人。此外，由于投资人门槛高
达500万元，导致交易不活跃、流动性不
足问题凸显。新三板市场不具备高效率
流动机制，导致了融资功能和定价功能
不强。

新三板不停探索改革创新。2014
年，证监会发布了《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新三板逐渐建立起独立的股
票交易及并购规则体系。2015 年，新三
板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到完善挂牌审查工
作机制，优化市场服务层面上。2016年，
市场风险逐步积累，外溢程度有所加大。
新三板把风险排查、风险管控、违规处置、
推进全面依法从严监管作为工作中心。

2017 年，新三板实时推出了市场分
层，改革信息披露规则、创新层引入集合

竞价交易三项改革，既遏制了协议交易
价格乱象，又初步探索了基础层和创新
层差异化安排。今年 10 月份，新三板对
定向发行制度、并购重组、做市商评价制
度等进行一体优化改革。可以说，新三板
的基础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错位竞争可以共赢

有市场分析认为，科创板来了，新三
板发展前景堪忧。

针对市场上对新三板的一些悲观
情绪，专家表示完全没有必要。有观点认
为，科创板定位可能与创业板更相似，会
与新三板错位发展。也有观点认为，科创
板的推出，意味着提升资本市场对中国
科技创新的服务能力已经迫在眉睫，这
为具有同样市场定位的新三板打开了改
革创新的空间。

程晓明告诉记者，上交所科创板、深
交所创业板、新三板完全可以良性竞争。
把眼光放远大一点，这是中国金融体系
的一次革命，体现资本市场股权融资体
系与银行债权融资体系的竞争。

“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程
晓明表示，银行融资只是解决流动资金
问题，科创企业的创新，需要靠共担风险
的股权投资支持。股权投资的难点在于
估值，也就是如何定价的问题。因此，资

本市场在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过程
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几个交易
所一起努力，可以共赢。”

专家表示，最近高层系列讲话释放
了支持创新创业、支持民营企业、支持中
小微企业的强烈信号，更加凸显了新三
板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彰显
了新三板的独特地位。

科创板定位于服务科技创新，试点
注册制。一方面为如何推进注册制打样，

“科创板在前面跑，新三板就知道怎么跑
了。”另一方面，新三板的定位和使命未
变，特点在于量大面广，是服务民营企业
和中小微企业主阵地。

想办法把市场搞活

毋庸讳言，市场和企业反映最大的
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这一问题新三板一
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市场的耐心逐渐
减弱。一些优质挂牌公司转去 A 股或港
股 IPO，也有一些公司因融资目标没有
达到，又要付出监管成本，选择主动摘
牌。截至11月7日，新三板做市指数跌至
719.3。

对此，全国股转系统公司董事长谢
庚曾说，市场基本制度构建、监管能力构
建有一个过程。如果在不成熟的时候过
早快马扬鞭就会出问题。

然而，在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过
程中，亟需探索科技创新型公司的有效
投融资机制。尤其当下处在中国经济新
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培育新动能，
迫切需要资本市场大力支持科创企业成
长 ， 为 科 技 创 新 提 供 市 场 和 资 本 的
力量。

改革路上，新三板不愿意掉队。业
内人士表示，希望资本市场深化改革
一体发力。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
究所所长贺强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新三板花了这么大心血，
有了 1 万多家企业，必须要想办法把
市场搞活。”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表
示，新三板必须要拿出实在的行动，打开
天窗，为这 1 万多家企业找到流动性出
路。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来说，需要上交
所、深交所、新三板“三足鼎立”。

新三板进一步改革，市场有需求，制
度有空间。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许蒙亚报道：近年来，安
徽省税务部门重拳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涉税违法犯罪
行为，持续加大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和联合惩戒工作力
度。截至10月底，全省已累计公布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
204件，联合相关部门在强化税务管理、阻止出境和金融
机构融资授信参考等方面出台28项联合惩戒措施，共对
税收违法“黑名单”当事人实施惩戒3689户次。

截至目前，安徽省税务部门共向社会公布税收违法
“黑名单”204件，其中虚开发票案件占比64.7％，偷税案
件占33.1％，有力地震慑了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据安徽省
税务局稽查局局长仇应广介绍，“黑名单”能否发挥应有
的作用，联合惩戒机制十分关键。为抓好惩戒工作的落
实，安徽省税务部门从规范流程、案件信息公布与推送、
部门协作、考核考评等几个关键环节入手，建立并完善工
作机制。2017 年依托安徽省信用办出台了《关于对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工作方案》，建立分级
负责制，明确信息推送方式，实施绩效考评。在实际工作
中，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络，推动联合惩戒落地生根。

安徽税务：

联合惩戒管住“黑名单”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普华永道报告显示：

中国家族企业更多依赖外部融资
本报北京11月8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普华永道

8日发布的2018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中国报告《价值观
和理念打造中国家族企业竞争优势》显示，在利用内部或
外部资源为企业增长开展融资方面，有更高比例的中国
内地和中国香港家族企业高管依靠于外部资源，全球家
族企业则依赖于内部资源为增长融资。

根据该报告，当前中国内地家族企业对银行贷款、资
本市场、股市、风险资本及私募股权的利用率分别为79%、
69%、63%、38%。中国香港家族企业的这几个利用率分
别为 63%、25%、18%、16%；全球家族企业分别为 81%、
15%、10%、16%。普华永道有关负责人分析，这与近年来
我国不断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
革，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逐步改善等因素密切相关。

该报告显示，在 2018 年的调查中，相较于全球 69%
的平均值，过去 12 个月 75%受访中国内地家族企业与
55%的中国香港家族企业实现了销售增长。约67%的内
地受访者表示，在过去 12 个月实现了两位数的同比增
长，比例大约是全球占比(34%)的两倍。

本报北京11月8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2018年北
京绿色金融国际论坛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陈雨露在论坛上指出，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和
金融机构继续推动绿色金融向纵深发展，为经济社会绿
色转型提供持久动能。

第一是加快构建标准体系，确保绿色金融高质量发
展。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仍不完备、不统一，业务发展先于标
准制定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不利于市场主体公平有序
地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也导致激励约束等配套政策难以有
效落地，还对强化监管和防范风险提出了挑战。因此，研究
制定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为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明确的指向和依据已迫在眉睫。

第二是强化信息披露，提升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
度。未来，我国将进一步研究推广各类市场主体的强制
性环境信息披露，对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范围等事项
确定统一标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市场透明度。

第三是深化国际合作，进一步凝聚绿色金融的全球
共识。未来，我国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应用 G20、
ISO 等多边框架以及相关的双边合作机制，推动国内绿
色金融标准与国际接轨。以绿色金融市场开放助推国内
金融开放进程，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绿色企业赴境外融
资，鼓励境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市场，优化
政策和市场环境，吸引国际绿色资本参与国内绿色金融
市场建设。同时，我国将进一步以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发
展动力，提升绿色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深
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鼓励各试验区大胆突
破、先行先试，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支持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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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所持有的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等
44户资产包（编号：COAMC-ZHNSH-2018-01）进行处置，特
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人民币 37087.3 万元，包含债权 44 户，
涉及本金人民币 21908.65 万元，利息人民币 14921.92 万元。
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基准日为2018年6月20日，债权金
额以相关债权文件及生效法律文书等确定的为准）。分布在珠
海、中山、深圳等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序号

1

2

3

分布地区

广东省深圳市

广东省中山市

广东省珠海市

债权资产
(本金，万元)

125

417.56

21366.09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资金占比

0.57%

1.91%

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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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资产包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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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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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211260
电子邮件：wuwenji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16 号南方证券大厦 A、B 座
18楼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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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关于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等
44户(COAMC-ZHNSH-2018-01)资产包的处置公告（打包处置资产项目）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转让方”）与梁

利光（“受让方”）于2018年10月29日签署的编号为COAMC深二-2018-
C-01-001《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在下表所列融资租赁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及编号为：ZMZ-2014-0069-51-2的《资产转让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益、义务，以及上述合同项下其他资产整体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
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新的债权人。

据此，请有关债务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债务
人名
称

苏 州
海 铂
晶 体
有 限
公司

融资租
赁合同
名称及
编号

《融 资
租赁合
同》（编
号 ：
ZMZ-
2014-
0069)

质押人、保
证人名称

质押人：海
铂晶体控股
有 限 公 司

（香港）
担保人：黄
忠炫（身份
证 号 ：
35058219
62101435
36）

质押、保证合
同名称及编号

《股权质押合
同》（编 号 ：
ZMZ- 2014-
0069-31）、

《保 证 合 同》
（编号：ZMZ-
2014-0069-
11）

租赁物

依据《广东
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转让方
依法持有的
租赁物设备
65.79％所有
权份额。

抵（质）押
物

海铂晶体
控股有限
公 司（香
港）持 有
的45％苏
州海铂晶
体有限公
司股权。

转让基准日
债权金额

（人民币元）

1、82,143,
750.00；
2、垫付清收
费用：
105,275.00
元。

注：1、转让基准日为2018年8月31日。2、上述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
际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16
号南方证券大厦18楼A座
联系人：冼先生

联系电话：0755-82215570

梁利光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1068号景源华庭C栋1701房

联系电话：18682191058

2018年11月9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银保监局筹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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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监管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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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

银保监局筹备组。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协和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101019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24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剑南大道南段1166号美行中心

一楼1号

邮政编码：610200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31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吉龙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1010045

许可证流水号：00705423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5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龙一街124、126、128、130号，

应龙北一路147号黄金时代小区22栋一层

邮政编码：610212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3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