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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加快 品种增多 开放提速

期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深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惠春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显示，
我国期货业发展初见成效，交易规模连续
9 年在全球商品期货市场名列前茅。今
年一季度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769885682 手，累计成交额为 560808.4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43%和 36.45%。
当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
领域核心任务。期货市场如何推动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的服务经济高质
量发展？近日，2019第 13届中国期货分
析师暨场外衍生品论坛在杭州举行，参会
各方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加强制度和工具供给

“《期货法》立法工作最近加快了步
伐。”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论坛致辞中
说：“首先要增强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基
础性制度供给。”

专家表示，当年《期货法》和《证券法》
一起提出立法，如今《证券法》已历3次修
正、1次修订，而《期货法》却一直“千呼万
唤出不来”。当前，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一
日千里，迫切需要加快法治化进程，消除
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顾虑。

方星海表示，要勇于推进期货领域的
关键制度创新。证监会将积极配合《期货
法》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交易所、期货公司
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研究场外衍生品业
务监管规则，统筹推进场外市场建设，规
范市场运行。

目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金
融各领域纵深推进。我国的开放格局越
来越大，影响经济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必
然意味着风险因素增多。浙江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朱从玖认为，我国已是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需要有国际市场常用的工具，
包括期货、衍生品、期权工具来帮助企业
应对市场风险。

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王明伟表示，期
货及衍生品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制度供给、市场建设、投资者结
构、服务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要
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当下，期货业需要推出更丰富的工
具，扩大市场规模。例如，从国际期货市
场来看，金融期货期权成交量已占到成交
量的 80%以上，而我国金融期货期权成
交量占比不到 1%，金融期货品种也只有
6 个，发展空间巨大。方星海表示，继续

增加场内场外产品和工具供给。积极推
动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特定品种对外开
放，同时做好开放过程中的制度对接，在
守牢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增强制度包容
性，方便境外交易者入市。

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陆丰透露，
上期所在积极推动 20 号胶的上市，同时
一些已上市品种，包括有色金属、贵金属、
黑色金属及能源化工产品正在做国际化
方案论证，一些衍生品包括原油的商品
ETF，也在沟通推进中。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朱从玖表示，汽车零部件和金属构件
都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其中一些是小企业
生产的，这些小企业难以抵御价格波动风
险。希望期货公司把期货这一在中国来
讲发展相对较晚的工具送到企业手上，服
务好实体经济。

目前，期货公司开辟了以传统经纪为
基础、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为两翼的创新
服务模式。南华期货公司总经理罗旭峰
表示，期货经营机构存在同质化竞争严
重，盈利能力不足，资本金不强，缺乏中坚

力量等问题。
“要大力推进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A

股上市，培养行业中坚力量。”方星海表
示，积极推动外商控股期货公司的设立，
稳步推进新设内资期货公司的工作，促进
行业竞争和优化重组。

新湖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文胜表
示，风险管理业务可以把交易所场内标准
化产品和场外个性化对冲工具融合到企
业服务中，重要性日益增强。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通过
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切实改进中小企业的
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公司应当发挥自己
的专业优势，让中小企业真正享受到金融
改革的红利。

重视高水平人才培养

“大力推动员工持股。要通过适当的
持股安排，将人才留住，把他们的工作积
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方星海表示。

人才是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此次论
坛聚焦期货分析师话题。分析师是期货市
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优秀的分析师往往
能从宏观市场分析出发，寻找到行业和企
业发展瓶颈的破解之道。因此，这些行业

“秀才”是期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但遗憾的是，目前期货分析师全国只

有 2500 人左右，且存在人员流失加速的
情况。可以说，人才已经成为制约期货公
司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期货市场对分
析师的需求越来越大，分析师队伍的竞争
将成为竞争焦点。如何打造一支数量充
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了解境内境外、
场内场外市场，熟悉现货期货业务的分析
师队伍，是期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张晓轩表
示，期货分析师要有服务和创新意识，
以客户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深入挖掘产
业，对接现货需求，创新产品和服务模
式，同时，也要有大局意识、底线思维，
坚决遵守职业准则和道德操守，把产品
与服务送到客户手中，体现行业价值。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建军
也表示，期货业也要大力为实体经济培
养期货人才，建立科学的风控理念。

本报北京4月23日讯 记者陈

果静报道：银联国际 23 日举行发布
会，宣布与老挝、印尼、泰国、阿联酋、
乌兹别克斯坦等5国金融机构签署合
作协议，内容涵盖银联卡发卡及银行
卡支付转接系统建设等。会上宣布，
马来西亚本地主流银行——大马银行

（AmBank）首次发行银联信用卡。
发布会上，银联国际还与老挝外

贸银行（BCEL）签署合作备忘录，约
定与当地 8家机构成立合资公司，共
同运用和维护老挝国家银行卡支付
系统。其余 4 项签约分别是：印尼、
泰国本地主流银行首次大规模发行
银联高端卡产品，其中印尼最大银行
BCA银行计划发行33万张银联白金
信用卡；泰国开泰银行（KBANK）将

发行 20 万张银联白金和钻石信用
卡；与阿联酋最大的实时通讯软件
BOTIM 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今年
内大规模发行银联虚拟卡，支持其用
户扫银联二维码支付；与乌兹别克斯
坦Aloqabank签署银联信用卡、高端
卡等一揽子发卡合作协议。

“支付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
‘五通’的重要一环。”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范一飞表示，此次达成的一系
列合作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支付行业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付合作共
赢取得的新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国
家和地区支付行业升级发展。范一
飞要求，银联积极与境外市场保持沟
通、做好服务，推动相关工作顺利落
地；同时与沿线主要机构深入合作，
完善支付服务环境，并加快推广以

“云闪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创新产
品。

中国银联董事长邵伏军表示，

近年来，银联持续加大对“一带一
路”沿线市场和业务领域的资源倾
斜和投放，将合作意愿转化为具体
项目逐一落地。此次合作具有重要
市场意义，一是标志着银联网络和
产品服务“一带一路”本地居民的能
力不断提升，双向支持中国与这些
地区的人员往来；二是在区域内形
成良好示范效应，为更多主流机构
与银联开展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三
是满足了“一带一路”各市场支付行
业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共促产业
升级，进一步提升中国支付品牌的
国际影响力。

据了解，目前，“一带一路”沿线
已有 106 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银联
业务，累计发行超过 4300 万张银联
卡，受理覆盖逾 1200 万家商户和 80
万台 ATM，比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
了25倍、8倍、3倍。银联移动支付服
务在31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银联国际与5国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沿线106个国家和地区开通银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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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筑
﹃
走
出
去
﹄
风
险
防
火
墙

本
报
记
者

江

帆

江苏睢宁：

促减税政策落实到位

③
作为提供政策性风险保障的

金融机构，中国信保自2013年以
来，累计支持我国企业向“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和投资
达到 7124.3 亿美元。这份优异
成绩源于在“一带一路”保险服务
中的持续创新。

一个与风险打交道的金融机
构，首先要有超强的风险识别能
力。就此而言，中国信保连续 14
年推出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是
对保险信息服务创新最好的诠
释。这份分析报告每年都以全新
的视角解读全球风险变化，为我
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视点、立
体化的风险防控服务。这种持续
创新依托的是中国信保庞大的企
业信息库、丰富的资源渠道和专
业的风险分析团队。如今中国信
保“一带一路”每年的“全球风险
地图”，不仅是外贸企业必备的出
海手册，也是中国信保在风险和
信息服务方面的拳头产品与核心
竞争力。

在传统的承保和理赔模式上
创新，是中国信保保障“一带一
路”服务最直接的创新体现。首
先是服务理念创新。在客户类别
上，中国信保实行了分级措施，一
方面重点加大对自主品牌、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科技、高附加值项
目的支持，不断提高保险服务与国家战略的契合度；同时
兼顾发展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其次是理
赔服务创新，在帮助企业扩大“一带一路”市场的同时，持
续优化理赔绿色通道服务，做好保后管理和理赔追偿工
作。中国信保通过提供损因调查、欠款追讨、物流追偿、
法律咨询等全方位高质量的理赔服务，为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的中国企业打造安全屏障，支持企业走得出、走得
稳、走得远。数据显示，中国信保的业务范围已覆盖“一
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6年来累计向企业支付赔
款超过27亿美元。

有没有便利的融资渠道，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影响
中国企业“走出去”后能否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
此，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环节，这成了中国
信保在“一带一路”保险服务中最有创新意义的部分。

中国信保的新思路是“为走出去企业打造高端海外
融资保险平台”，通过主动跨出国门，加强与外国政府部
门、银行、企业等机构合作，推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项
下的融资，充分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企业的优势，共同为
第三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这使中国信保的保险服务
就从单纯的“保项目”，向帮助企业“找项目”和“落实项
目”发展。比如浙江天迈案例中创造性设计的“海外投资
保险+出口买方信贷保险”；河钢集团案例中的分保模
式、保单承保、保后风险跟踪等方面的创新突破，都为中
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实现
了多方共赢。

中国信保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保障的 6 年，其创新
精神不仅是化解企业风险的利器，也是自身成长的力量
源泉。6年中，中国信保精准聚焦了重点国家，精准服务
了重点领域，中国信保的创新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
共建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本系列报道完）

本报讯 记者蒋波、通讯员李杰报道：今年以来，江
苏省睢宁县税务局及时制定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施工
图”，组建业务骨干“攻坚队”，积极开展各项培训和宣传
工作，有效保障减税政策落实到位。

该局充分利用税企QQ群、微信群等平台宣传政策，
开设减税降费专题“纳税人学堂”培训班，深入企业开展

“一对一”滴灌式精准辅导企业如何领取减税红包。“制造
业增值税税率下降3个百分点，今年我们可以享受到100
余万元税收优惠！”参加完江苏省睢宁县税务局举办的财
税公益讲堂后，江苏瑞特玻璃制品公司马会计满脸笑意。

同时，该局还将减税降费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成立督
查小组，开展督查督办，严肃问责落实不力的工作人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41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84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10月1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南路3号附20、21、22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2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西江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23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85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金带街483号、485号、487
号、48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2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簸箕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9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二段4号附1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迎宾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66
许可证流水号：00705592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11月03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幸福街办迎宾路134、136、138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阳南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120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704086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4月05日
住所：四川省简阳市南街167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资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9年04月1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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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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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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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4月23日讯 记者董碧娟

报道：2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减
税降费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
新增减税3411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
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介绍，一季度全
国累计新增减税主要包括以下3类：一是
2019 年新出台政策减税 722 亿元，其中
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增减税576亿元，
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政策新增减税 146
亿元。二是2018年年中出台减税政策在
2019年的翘尾新增减税 2652亿元，其中
个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去年 10月 1日实
施，在今年一季度翘尾减税1540亿元；增
值税 17%和 11%两档税率各降 1 个百分
点，是去年 5 月 1 日实施，在今年一季度
翘尾减税976亿元。三是2018年到期后
2019年延续实施政策新增减税 37亿元，

其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优惠政策
减税26亿元；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减税
2.6亿元。

“新一轮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自今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减税数据要到 5 月份申
报期结束后才能核算出来。”蔡自力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小微企
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措施，涉及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和地方“六税两费”，覆盖了小微
企业大部分主要税种。据了解，一季度，
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增减税576亿元，
其中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新
增减税149亿元，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
和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新增减税
287亿元，地方“六税两费”减征政策新增
减税140亿元。

“从首季情况看，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政策呈现出普惠效果好、减免幅度大、
民营经济是受益主体等特点。”蔡自力举
例说，比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从
3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后，新享受政策的
纳税人户均减免增值税超过 4500 元，远
大于 3 万元起征点时的 1200 余元；小型
微利企业标准放宽和加大优惠力度后，小
型微利企业户均减免所得税达13521元；
享受“六税两费”减征政策的纳税人户均
新增减税1007元。

“减税降费，就是用政府收入的‘减
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市场活力的

‘乘法’。”蔡自力介绍，税收监测数据显
示，全国重点税源企业信心指数止落回
升，从 2018 年四季度的 121.16 上扬至
2019年一季度的 125.23，回升了 4个点，
显示企业投资意愿增强，预示二季度企业
生产经营将呈向好态势。

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进展
如何？蔡自力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
问时表示：今年一季度，个税改革累计
减税 1686 亿元，人均减税 855 元。其
中，第一步改革翘尾减税 1540 亿元；第
二步改革即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实施 3
个月，新增减税 146 亿元，惠及 4887 万
纳税人，共有 2000 多万纳税人因享受
专扣政策而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两
步改革因素叠加，累计已有 9163 万人
的工薪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同时，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政策的指
向性、规律性开始显现。”蔡自力介绍，
以年龄区间为例，36 岁至 50 岁的人群
是政策享受主力，占比达 5 成，绝大多数
集中在赡养老人、住房和孩子教育，人
均 月 新 增 减 税 348 元 ，是 获 益 最 大 的
群体。

一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 3411 亿元
已有9163万人工薪所得无需缴纳个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