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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政策框架初步搭建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实施，将非金融企业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

司整体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与金融板块，有利于防范风险跨机构、跨行业、跨市

场的传染，更好地满足全社会多元化、综合化、便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下一步，监管部门将制定相关监管细则。

本版编辑 温宝臣 林 蔚 郭存举

科创板50ETF来了

投资门槛降了
本报记者 周 琳

多地采取针对性调控

8月份房价稳中略涨
本报记者 亢 舒

记者近日随机走访北京企事业单位——

单位团餐：餐饮浪费管住了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不少企事业单位都将自己的食堂外包
出去，为员工提供团餐。在团餐中如何厉行
节约，抵制浪费？记者近日前往几家企事业
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

9月3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东路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食
堂。在取餐处上方，一条约10米长的横幅
率先映入眼帘，上面写着，“拒绝舌尖上的浪
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就餐者能否做到“光盘”呢？记者在餐
具回收处一角观察统计，发现在5分钟内，

共有22个人前来归还餐盘，其中15人几乎
光盘，5人剩了少量主食，2人菜和主食均有
少量剩余。正在忙着给大家收拾清理餐盘
的朱师傅告诉记者：“现在大家剩的饭菜越
来越少，都吃得挺干净的。”

该餐厅的承包方北京中自百佳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餐饮事务负责人侯兆艳告诉记
者，他们每天会精确统计用餐人数，据此核
定出菜数量，在供应端最大化减少浪费。同
时，在菜品加工上，也会兼顾营养和节约，比
如把做豆浆的豆渣做成美味的豆渣饼，或者
添加到一些热菜里。再比如把芹菜叶做成
早餐爽口的凉拌菜，既节约了食材，也颇受
大家欢迎。“我们在正常工作日中午时间段
要提供约1550人次的餐食，现在每天的厨
余垃圾越来越少。以前，每天的餐厨垃圾能

装满3个120升的大桶，现在则是两桶多一
点。”侯兆艳说。

抓好思想教育工作也是制止餐饮浪费
的重要方式。据了解，中科院自动化所党
委专门向员工发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倡议书，让党员带头厉行勤俭节约，同
时还利用多种渠道张贴标语，做好宣传提
示。采访中，记者看见一个小伙子将几个
连汤汁都不剩的完美“光盘”送到了回收
处，便询问他对节约粮食的看法。小伙话
不多，只说了一句：“每个人都节约一点，
就会节约很多。”

目前，还有不少企事业单位职工选择吃
盒饭，这种餐饮方式浪费情况如何？9月4
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某信息技术
企业走访。记者赶到时，发现回收处已经摆

放了10个吃完的餐盒。记者翻看餐盒发
现，10个里面只有2个实现“光盘”，4个剩
菜较多，4个剩下一些主食和粗粮。“因为盒
饭菜品和菜量都是固定的，有时真的是吃不
下，或者某个菜吃不惯。”一位员工告诉记
者，现在餐厅也作了些调整，比如之前每个
盒饭都有馒头和粗粮，现在可以提前打电话
取消，食堂就不会放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单位团餐中，盒
饭的浪费程度明显高于堂食，这跟无法选择
菜品和菜量，以及独立进食缺少监督有很大
关系。有人建议盒饭应根据个人口味和饭
量进一步提升定制化程度，同时创新方法加
强监督管理。此外，在堂食中也要尽量多提
供小份菜，避免打两份吃不完，打一份吃
不好。

9月14日，A股沪深两市高开低走，全天表现最为亮眼的是科
创50指数，一度大涨4.6%，截至收盘报1348.07点，上涨2.71%。

从消息层面看，9月11日，国内首批跟踪科创50指数的科
创板50ETF产品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华夏基金、华
泰柏瑞、工银瑞信、易方达等4家被动投资管理能力较强的公募
基金公司拔得头筹，这意味着近期走势疲弱的科创板将迎来增
量资金。

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表示，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科创
板指数化投资产品，科创板50ETF的问世将为投资者参与科创
板提供成本不高、投资风格清晰、高效便捷的工具，还将为科创
板引入长期资金，助力优秀的科创企业实现更好发展。

数据显示，科创板开市一年多来，截至9月14日，在科创板
上市的企业数量已达150家，更有京东数科、蚂蚁集团、光云科
技、傲基科技等一批互联网企业拟在科创板上市。

联泰基金金融产品部总监陈东认为，科创企业普遍具有技
术新、前景不确定、业绩波动大、风险高等特征，而且上市后
可能存在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这给科创板企业的研究和情况
跟踪带来挑战。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进行指数投资是一种既能
把握科创板趋势性机遇，又能通过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投资
方式。

首批科创板50ETF均通过跟踪科创50指数实现投资科创
板。科创50指数是科创板首只指数，从科创板已上市的企业中
精选50只市值最大、流动性较高的股票组成，无论从市值、成交
额还是盈利能力看，都具有较强代表性，体现出明显的科技创新
特征。相较于科创板整体，科创50指数在营收增速、净利润增
速、净资产收益率等关键财务指标方面更具优势，估值水平也低
于科创板整体。

Wind资讯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底，科创50指数公司以
56.3%的市值涵盖了科创板上市公司88.2%的研发费用、91%的
营业收入、88%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89.6%的经营
性现金流。2019年，科创50成分股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
增速分别为13.4%和29.2%，优于板块整体。从市场表现来看，
截至2020年9月1日，科创50指数今年以来上涨了42.67%，在
主流指数中涨幅领先。

从估值情况看，国盛证券统计显示，截至9月11日收盘，科
创50市盈率达到74.89倍，市净率达到7.11倍。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50成分ETF拟任基金经理柳军表
示，参与科创板投资，一方面是支持我国科技强国、创新驱动战
略的发展，支持科创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将助力投资者共
享科技创新带来的成果和红利。

国家统计局9月14日公布了2020年8月份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
场运行总体平稳，价格略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介绍，8月份，各地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切实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及时采取针对性措
施，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

8月份，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略微扩
大，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回落。初步测算，4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
大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6%、
0.6%、0.9%和0.5%。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0%，涨幅比
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
涨0.7%、0.8%、1.7%和1.1%。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35个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0%和0.6%，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2个和0.1个百分点。

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涨幅有所扩大，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回落或与上月相同。一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9%和
6.9%，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3个和1.2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
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0%，涨幅与上月相同。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16
个月相同或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分别上涨4.5%和1.8%，涨幅均与上月相同，均连续17个月
相同或回落。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9个，其余61个均为持平或者上涨，涨
幅较大的城市有惠州上涨 1.9%，银川上涨 1.8%，锦州上涨
1.4%，唐山、温州均上涨1.3%，济宁上涨1.2%，沈阳、西安、无
锡、金华均上涨1.1%。二手住宅方面，70个大中城市中，有47
个价格环比上涨，涨幅较大的城市有广州上涨1.7%，成都、金华
上涨1.2%，深圳、唐山上涨1.1%，海口、银川、温州、无锡、济宁
分别上涨1%。

从数据来看，8月份，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稳中略涨态势。
但随着中央和有关部委此前多次会议密集释放出“房住不炒”的
信号，已经有杭州、东莞、宁波、郑州、深圳、南京、长春、海口、无
锡等10多个城市出台调控政策为楼市降温。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2020年一季度市场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冰冻”，二季度逐步恢复，到三季度7月份
至8月份很多城市出现了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的情况。随后，
一些城市纷纷出台政策抑制市场过热。从整体趋势看，加码的
调控政策有望让市场平稳。

本报北京9月14日讯 记者陈果静
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14日在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从整体
上看，目前重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监测
和融资管理规则起步平稳，社会反响正
面积极。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
住建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跟踪评
估执行情况，不断完善规则，稳步扩大
适用范围。

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
规则是8月2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
人民银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时提
出的。潘功胜介绍，重点房地产企业的资
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前后酝酿了近两年
时间。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并在与房地
产业界、金融业界深入沟通的基础上，人民
银行和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形成了对重点
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这一规则是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
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潘功胜说，构建这
一制度的目的是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
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化。从微观层面
来说，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
政策预期，合理安排自身的经营活动和融
资行为，矫正部分企业的盲目扩张行为，增
强抗风险能力。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部分房地产企业
已开始优化自身经营策略和财务结构。在
规则制定过程中，监管部门也充分考虑了
企业和市场实际情况，设计了科学合理的
过渡期。

潘功胜指出，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步消
退，房地产销售在快速恢复，房地产开发投
资在加快复苏。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
实施不改变我国现行金融业以分业经营、分
业监管为主的格局，是对现行格局的完善和
补充。”9月14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回答经
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9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金
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控股公司
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潘功胜表示，《决定》和《办法》初步搭建
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政策框架，对金融控股公
司的监管尚需更具体、更详细的操作规则，
如并表管理、资本管理、关联交易管理等。
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霍颖励
表示，下一步将制定相关监管细则。

补齐制度短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和改革
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开展
跨业投资，形成金融集团；部分非金融企业
投资控股了多家多类金融机构，形成了一批
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的企业。其中，一些
实力比较强、经营规范的机构通过这种模式
优化资源配置，丰富和完善了金融服务，有
利于满足各类企业和消费者的需求，提升了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但是，由于监管缺失，行业乱象不少。
少部分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业盲目扩张，组织
架构复杂、隐匿股权架构，交叉持股、循环注
资、虚假注资，还有少数股东干预金融机构
经营，利用关联交易隐蔽输送利益、套取金
融机构资金等。

“金融控股公司形态在我国已经客观存
在，但一直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监管。”潘
功胜介绍。

“对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实施准入和监
管，体现了金融业是特许行业的理念，也符
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潘功胜说，从国际上
看，美国、日本、韩国等都有专门立法，明确
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许可和监管。

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主要国家和地区更加强调整体监管，以防范
化解系统性风险为核心，降低金融控股公司
风险的复杂性、传染性和集中性，提高了金
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公司治理等审慎监
管标准。

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
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人民银
行会同司法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酝酿建
立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和持续监
管的制度。

人民银行方面表示，《决定》和《办法》的
实施，将非金融企业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
司整体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总体分业经营
为主的原则，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与金融
板块，有利于防范风险跨机构、跨行业、跨市
场的传染，推动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有益的创
新，更好地满足全社会多元化、综合化、便捷
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明确监管分工

金融控股公司大多涉及银行、证券、保
险等多种不同的金融业态，对金融控股公司

实施准入管理后，监管如何分工是各方关注
的焦点。

在吹风会上，潘功胜点出了监管的重
点——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以并表为基
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行为和风险实
施全面、持续、穿透监管，规范经营行为，防
范风险交叉传染。

一方面，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市场准入
管理，明确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两类或两类
以上的金融机构、所控股金融机构的类型和
资产规模具备规定情形的，应当设立金融控
股公司，纳入监管范畴。另一方面，继续实施
金融业的总体分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开展
股权投资与管理，自身不直接从事商业性金
融活动，由控股的金融机构来开展具体金融
业务，分业经营，相互独立，建立风险防火墙。

“《办法》的实施不改变我国现行金融业
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主的格局，是对现
行格局的完善和补充。”潘功胜强调，分业经
营、分业监管为主的格局是在长期实践中探
索形成的，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
应当予以坚持。

具体来说，人民银行从宏观审慎管理
角度，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整体监管。人
民银行将从集团整体的视角，明确股东资
质、资本管理、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
险隔离等标准。这主要包括，规范股东资
质和股权管理，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公
司治理、关联交易实施监管，建立金融控
股公司统一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完善的
风险防火墙制度。

与此同时，金融管理部门依法对金融控
股公司所控股的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按照
现行监管分工来实施监管。同时，相关部门
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加强监管协作和信息
共享。

保障稳妥有序过渡

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涉及众
多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在落地过程中，是否
会对行业造成较大影响？

潘功胜介绍，目前不仅有一些大型金融
机构开展跨业投资，形成了金融集团。部分
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了多家、多类金融机
构，形成了一批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的企
业，如中信、光大、招商局集团等。地方背景
的比如上海国际集团、北京金控等，以及具
有民营企业和互联网企业背景的，如蚂蚁金
服等。

“我们设置了合理过渡期，在过渡期内，
把握好对存量企业分类施策，推动《办法》平
稳实施。”潘功胜表示，现在有一部分存量企
业，已经具备金融控股公司特征，符合设立
金融控股公司的情形，但其内部股权结构可
能不符合《办法》要求。为此，监管部门将推
动存量企业稳妥有序地过渡。

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将继续
加强与市场沟通，了解市场情况，回应市场
关切，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
《办法》对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
的影响正面。由股权架构清晰、风险隔离机
制健全的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机构控股
股东，有助于整合金融资源，提升经营稳健
性和竞争力。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适用范围将稳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