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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

启动应急响应——

银保系统全力做好金融救援
本报讯 记者彭江 江帆报道：3月21日，江苏省盐

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储罐发生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江苏银保监局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督促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及盐城银保监
分局、盐城市保险行业协会及时参与应急救援，做好灾后
保险理赔，全力做好保险理赔服务和银行机构金融服务
工作。

经初步排查获悉，天嘉宜公司投保了人保财险的财产
险及公众责任险，保额分别为3.2亿元、1350万元；并投保
了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平安财险、中华联合、紫金财险
等5家公司共保的安全责任险，投保158人（每人赔付限
额30万元，其中医疗费8万元），总赔偿限额4900余万
元。排查还显示，截至3月24日17时，陈家港镇化工园区
及周边企业投保共75家，其中，已报案企业47家，预估赔
付1713万元。

截至3月24日18时，各保险公司共收到责任险、车
险、企财险、家财险、人寿保险等理赔报案件数1006件，
预估赔付金额2219万元，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太平洋财
险、太平洋人寿、平安财险、平安人寿、紫金财险、中华联
合财险、大地财险、阳光财险、阳光人寿等保险公司已赔
付151万元。后续保险公司进入现场查勘定损后，财产
险的估损和赔付金额还将上升。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江苏银保监局成立了事故应
急领导小组，研究部署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建立省、市、县
三级银行保险机构应急联动协调机制，要求各银行保险
机构切实做好事故应对处置工作。在紧急排查工作中，
银行保险机构通过接报案、电话联络、伤亡探视、系统筛
查等多种方式全面排查相关企业、群众的保险承保和银
行授信情况，最大程度确保不遗漏出险客户。

江苏银保监局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将抢险、理赔、服
务工作放在首位，银行机构各网点正常营业，保证充足资
金支付；保险机构做到应赔尽赔快赔，配合当地政府做好
救援和群众情绪安抚等善后工作。各保险公司第一时间
推出直升机救援、启动24小时理赔热线、取消治疗医院
等级限制、开通预付赔款理赔绿色通道、提供上门理赔服
务、简化伤残认定手续等多项应急服务措施，让参保企
业、群众感受到保险“雪中送炭”的服务。

据记者了解，中国人保财险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积
极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主动提供事故救援帮助，适时组
织心理援助专家为受害者及其亲友提供心理干预和情绪
疏导服务，竭尽全力保证各项应急服务举措落实到位，积
极做好后续理赔和其他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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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张家口市路
宽酒业销售
中心

张家口鹏祥
酒业销售中
心

宣化县精辉
铸造有限公
司

河北融投置
业有限公司

河北凯世德
特种纸有限
公司

张家口东方
铸造有限公
司

张家口市新
天地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张家口恒搏
机械有限公
司

赤城县九源
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赤城县恒吉
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张家口市力
源商贸有限
公司
张家口市金
坤农牧开发
有限公司

张北县双龙
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原贷款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众支行（现名
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众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众支行（现名
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众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解放街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解放街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牌楼西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牌楼西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通泰支行（现名
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通泰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区支行（现名
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区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北县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北县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赤城县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赤城县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赤城县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赤城县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赤城县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区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牌楼西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北县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北县支行）

贷款本金余额

926,255.44

999,977.08

4,000,000.00

50,000,000.00

80,000,000.00

47,500,000.00

47,000,000.00

1,419,215.09

1,500,000.00

500,000.00

59,989.51

1,998,898.05

2,600,000.00

8,000,000.00

2,700,000.00

2,994,309.28

9,999,996.83

2,999,961.69

借款合同号

11011400000304

11011400000306

02011500000367

41011400000648

17011400000099

17011100000193

17011000000156

05031600000096

34011500000810

34011500000811

34011500000532

40011500000423

38011600000327

38011400000213

38011500000249

34011600000935

17011600000202

40011500000521

担保人名称
张家口建业商贸有限公司,张家口鑫凯
酒业销售中心,张家口鹏祥酒业销售中
心

崔海龙，郭全智，刘凯，张宏

张家口建业商贸有限公司,张家口市路
宽酒业销售中心,张家口鑫凯酒业销售
中心

郭全智，刘凯，张宏，崔海龙

王玉飞,张风英,张志娟,王文清,宣化县
精辉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王利辉,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王利辉,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河
北凯世德特种纸有限公司
王利辉,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河
北凯世德特种纸有限公司

许凤忠,乔利贵,河北熙盛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许凤军

张家口市高新区鼎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中心,苏会城
王勇,张家口市光磊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苏会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
市分公司,苏会城

张家口诚兴担保有限公司,闪贵军

郭秀峰,怀来城垣达丰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有限公司,赵桂斌

赤城县恒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郭秀峰,
赤城县瑞鑫铁精粉选矿有限公司

赤城县恒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赤城县
天丰矿业有限公司,赤城县万顺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孙步军

张家口市奕阳家具有限公司,李继龙,李
奇龙

张家口市宣化区天成铸造厂,李轲、岳斌

郭江,张北田正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号

11011400000304

2014年11月20日
签订的《借款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连
带清偿欠款承诺书》

11011400000306

2014年11月20日
签订的《借款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连
带清偿欠款承诺书》

02011500000367

41011400000648

17011400000099

17011100000193

17011000000156

05031600000096

34011500000810

34011500000811

34011500000532

40011500000423

38011600000327

38011400000213

38011500000249

34011600000935

17011600000202

400115000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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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喜香植
物油购销有
限公司
张家口昊天
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张家口扬宣
商贸有限公
司

张家口万全
区宏伟煤业
有限公司

张家口鑫凯
酒业销售中
心

河北中矿矿
业有限公司

张家口恒通
专用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

蔚县常宁杏
扁经销有限
公司

石家庄森工
木业有限公
司

宣化县河峰
选矿厂

河北张怀电
器销售有限
公司
北京张家口
饭店有限责
任公司
张家口市精
特铸业有限
公司
张家口成隆
商贸有限公
司

康保县富康
粮油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康保县草原
牧场肉业特
产经销有限
公司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北县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发区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关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桥西支行（现名
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桥西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大众
支行（现贷款行名称为张
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涿鹿县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涿鹿县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全县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全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蔚县支行（现名
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蔚县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正定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朝阳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五一路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东营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五一路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五一路支行）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五一路支行（现
名称为张家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五一路支行）

1,399,158.89

1,399,805.03

2,000,000.00

3,422,170.56

1,000,000.00

150,000,000.00

0.00

4,500,000.00

0.00

1,000,000.00

10,000,000.00

14,939,999.96

2,300,000.00

1,699,929.68

3,999,999.98

201,900,000.00

2,379,631.52

3,488,548.00

1,000,000.00

1,000,000.00

40011600000598

16021600000314

15021600000160

22011400000183

11011400000305

42011300000012

36021400000222

36021500000332

35011400000198

35011500000291

41031600000228

41031600000227

16021400000110

28011600000557

28011600000570

09011600000210

20011600000884

07011600000611

20011500000721

20011500000723

李振云,常香,武祥,河北熙盛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马宇利,秦卫东,宣化县国建建材有限公
司,高俊敏

杨田,兰丙河,河北熙盛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张家口市天龙装饰有限公司，尚明堂，高
阳,高美云

张家口建业商贸有限公司,张家口市路
宽酒业销售中心,张家口鹏祥酒业销售
中心

张宏，崔海龙，郭全智，刘凯

苏建章,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万全县流通制造行业担保商会,孙广权,
张家口市索普液压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万全县刘铸矿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万全县流通制造行业担保商会,孙广权,
张家口市索普液压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万全县刘铸矿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唐立清,马淑娥,刘华
唐立清
唐立清,马淑娥
唐立清
李准,董朝卫,崔铭闪,河北鼎宇担保有
限公司,董彦德,董瑞须,董朝光
董朝光
李准,董朝卫,崔铭闪,河北鼎宇担保有
限公司,董彦德,董瑞须,董朝光

王者峰,宣化区庞家堡宏运红矿石加工
厂,胡鹏

河北张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申秀峰,郑
学军
申秀峰,郑学军
张国芳,郝碧涛,河北金凤房地产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郝碧琳
北京张家口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市新兴稀土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王志臣,万全区鸿盛机械厂（曾用名万全
县鸿盛机械厂）

张家口开开灯饰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张乃成
康保县铸钢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康
保县鑫宇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康保县草
原牧场肉业特产经销有限公司

陈贵，张铸钢，庞廷举，原斌

康保县铸钢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康
保县鑫宇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康保县富
康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陈贵，张铸钢，庞廷举，原斌

40011600000598

16021600000314

15021600000160

22011400000183

11011400000305

2014年11月20日
签订的《借款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连
带清偿欠款承诺书》

42011300000012

36021400000222

36021500000332

35011400000198
35011400000198
35011500000291
35011500000291

41031600000226

41031600000228

41031600000226

16021400000110

28011600000557

28011600000570

09011600000210

09011600000210

20011600000884

07011600000611

07011600000611

20011500000721

2015年7月21日签
订的《借款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连带
清偿欠款承诺书》，
(2017)冀0702民初
1855号

20011500000723

2015年7月21日签
订的《借款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连带
清偿欠款承诺书》，
(2017)冀0702民初
1855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北京家融飞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下列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北京家融飞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
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北京家融飞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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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单位：人民币元

3 月 26 日，是我国原油期货上市一
周年的日子。2018年3月26日，我国原
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
际能源交易中心（简称“上期能源”）上
市。一年来，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成交量
和持仓量均稳步增长。

截至 3 月 25 日，原油期货累计成交
量 3670.03 万手（单边）、累计成交金额
17.12万亿元（单边），全市场保证金总额
76.01亿元，日均成交15.10万手（单边）、
日均成交金额704.55亿元（单边）、日均
持仓22406.96手（单边），最大日成交量
359786手（单边，2018年12月7日）。目
前总开户数已超 4 万户，半数以上客户
参与了交易。市场各方积极参与，投资
者结构良好，境内外大型石油、化工企
业、大型贸易商、各类投资公司及个人客
户等均已参与原油期货交易。

上海原油期货初具影响力

据了解，目前上期能源已完成了中国
香港和新加坡地区注册，取得相关资质，
为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直接参与
原油期货交易提供了合法便捷的渠道。

目前，上期能源已经完成了新加坡、
英国、韩国、日本 52 家境外中介机构的
备案，境外客户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瑞
士、新加坡、塞浦路斯、塞舌尔等 6 个国
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市场普遍认为，上海原油期货价格
走势与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和
布伦特原油期货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
2018年3月份与10月份，联合石化分别
与壳牌和京博石化以上海原油期货价格
签署了长期合同和现货合同，表明上海
原油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的接受程度
在不断上升。

一德期货总经理助理佘建跃告诉记
者，上海原油期货推出一年来比较成功，
主要体现在主力合约的流动性非常好，
交易活跃，而且价格与国际原油市场期

货高度关联，与国际市场的套利关系有
效，可以说价格既合理也有效，已成为境
内企业用来对原油现货进行风险管理的
重要工具之一。

南华期货总经理罗旭峰接受记者采
访表示，上海原油期货推出后，成交量和
成交规模迅速扩大。上市一年，成交量
已经超过阿曼原油，跃居世界第三位。

企业套保有了新工具

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一年来，国内相
关实体企业有何感受？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作为首
家地炼买家，买入国内首船以上海原油
期货价格计价的原油实货。京博石化相
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国内外原油期货参与
主体的增加，原油现货的竞争格局在逐渐
发生变化。对于地炼企业来说，关注和参
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期货交易非常
必要。从原油市场价格来看，上海原油期
货价格更能反映国内的真实需求。

过去，国外原油期货大多数以美元计
价，交易时需要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这使
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外汇风险，加
大了企业套期保值难度。上海原油期货上
市后，京博石化尝试选择上海原油期货原
油升贴水的模式定价。结算方式的改变，

降低了汇率波动对企业运营风险。
“作为我国首个跨境期货合约，上海

原油期货的上市有助于形成反映亚太地
区供需关系的基准价格，并促进与欧洲
及北美原油市场价格体系的平衡，有助
于完善世界原油价格体系。”中化石油有
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由于主要产油国普遍同我国存在较
大地理间隔，从装港到卸港通常需要 1
个月至 2 个月，如何有效地规避在途价
格风险，一直是原油进口企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上海原油期货合约推出后，由
于亚洲时段流动性充裕且合约基于中质
含硫原油设计等特点，给予了原油进口
企业更多套保方案，有效增加了企业规
避在途价格风险的手段。“上海原油期货
合约标的选择及主要交易时段更贴近国
内企业，有助于管理价格风险。”中化石
油上述负责人说。

振华石油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中国
原油期货的推出，为国内原油消费企业
提供了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的渠道，更有
利于形成反映中国和亚太地区石油市场
供需关系的价格体系。”

积极拥抱国际投资者

作为我国首个国际化的期货品种，

原油期货上市以来的平稳运行和功能逐
步发挥，为后续推出更多国际化品种奠
定了基础，也为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
市场运作和监管积累了经验。

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魏红斌告诉记者，上海原油期货上市以
来，整体运行情况良好，成交量与持仓量
都取得数倍增长，与世界油价走势相关
性显著提升。中国原油期货上市，不仅
弥补了国际原油价格尚无法通过人民币
定价的空缺，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休市期
间，为投资者提供了保值对冲工具。

过去一年来，我国不断加快市场开
放节奏，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
资本市场。在监管层和市场参与者各方
推动下，上海原油期货已经引进了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目前，已有多家
包括实体企业、机构等类型的客户，正通
过摩根大通提供的服务，参与中国原油
期货的交易。

“中国期货市场不断对外开放，积极
推动新产品上市并把现有的成熟产品推
向世界舞台，这些举措不仅将继续提升
中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也
为海外客户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对冲保值
等相关交易提供了更多便利选择。我们
相信，随着各种政策机制的不断成熟，更
多的海外投资者将把目光投向中国。”魏
红斌说。

法兴主经纪商业务亚太地区负责人
表示，中国原油期货上市以来，法兴银行
高度关注，对价格运行进行了长期跟
踪。上海原油期货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关
性较好，尤其是成交量在半年不到的时
间跃居全球第三，说明市场对其认可度
较高。法兴银行作为全球场内衍生品市
场主经纪商业务的领导者，现已正式成
为在能源交易中心备案的境外中介机
构，并将积极推动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
该市场的交易。

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主动对接能源和经济发展战略，夯实
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基础，扩大境外市
场推广力度，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吸
引全球投资者参与。

上市一周年市场整体运行平稳，累计成交额超17万亿元——

原油期货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初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