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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今年7月份，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

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中指出，互联网金融客户资金必

须委托第三方存管，且要求从业机构应

当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

资金存管机构。

此前，除极个别P2P平台与银行合作

进行资金存管外，多数平台选择的是第

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资金存管。在上述

《指导意见》出台后，一些为P2P平台提供

资金存管的第三方支付已酝酿模式创

新，与银行联合推出资金存管方案。

9月17日，汇付天下有限公司宣布与

恒丰银行共同为P2P平台推出资金联合

存管方案，其中汇付天下为P2P平台提供

账户系统、支付结算、数据运营等服务，

恒丰银行为P2P平台开立资金存管账户，

按P2P平台独立存管专户进行监管，并对

P2P平台投资标的进行备案管理。

“汇付天下与恒丰银行联手，可以为

包括新客户和老客户在内的所有合作

P2P平台提供无缝对接方案。”汇付天下

高级副总裁、汇付数据总裁穆海洁表示，

汇付天下P2P账户系统托管一直以来包

括“账户服务+支付结算+银行资金存管”

三个部分，与恒丰银行联手后，将使 P2P
平台可以在汇付天下合作的银行开设独

立的资金存管账户，从而符合监管要求。

除了符合监管要求外，P2P 平台通

过汇付天下接入恒丰银行资金存管专

户，降低了P2P平台和银行一对一沟通的

高额谈判成本和不确定性，P2P平台增加

的成本基本可控。

“之前和很多银行谈过资金存管方

案，从方案确定到审批流程等各方面来

看，与银行的谈判成本太高了，到现在也

没有进展。”一位 P2P 平台创始人表示，

“有了汇付这套新的方案，与汇付天下合

作就直接可以将资金存管在银行，符合

监管要求，且成本低廉。”

除汇付天下外，富友支付也已与银

行联合推出P2P资金存管方案。据悉，此

套系统由银行和富友支付共同开发，其

中银行担任P2P公司资金存管主体，富友

支付担任技术辅助方，P2P公司用户的交

易沉淀资金存管于P2P在银行开立的专

户，用户资金在交易后进入银行专项账

户，而不是第三方支付的备付金账户，有

效保证了P2P沉淀资金存管于银行的合

规性。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自6月15日A股暴跌以来，为了应对

市场过度投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采取

了包括限制日内开仓、提高保证金等措

施。

近日，记者在海通证券主办的“股指

期货运行情况研讨会”上获悉，在中金所

出手限制股指期货过度投机，尤其是 9月

7日推出日内开仓限制10手等政策以来，

股指期货成交逐日下降，显示相关严格监

管措施已取得积极成效。

以沪深300股指期货为例，9月7日至

9 月 11 日，日均成交量为 2.88 万手，日均

持仓为 4.9 万手，成交持仓比为 0.58。而

今年 1月 1日至大跌之前的 6月 12日，沪

深300日均成交量为153.5万手，日均持仓

为22.1万手，成交持仓比为6.95。
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在境内股指期货市场限制开仓的同时，一

些机构已转战境外市场进行包括套期保

值在内的风险管理。在此次研讨会上，东

湾资本总经理胡晓辉透露，“已有很多人

转战新加坡A50股指期货的交易了。”

可佐证的数据是，新加坡A50股指期

货交投日趋活跃，目前已成为新加坡交易

所最为活跃的品种。6月 26日，A50股指

期货的成交量达 153.1万手，创下历史新

高，而 2015年以来，A50日均成交量也达

44.1 万手，同比增长 164%；A50 股指期货

持仓量也逐年增长，2015年日均持仓量达

到了58.9万手，同比增长超60%，其中5月

26 日，A50 股指期货的持仓量一度创下

81.9万手的历史新高。

记者获悉，在我国境内限制股指期货

交易之际，境外交易所趁机抢夺境内风险

管理市场份额。新加坡交易所和境内部

分期货公司已不失时机地加大 A50股指

期货推介力度，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也计划 12 月份开发上市 E-mini
FTSE 50股指期货，争抢中国金融衍生品

的产业利益。

“金融无国界，定价权的转移是非常

快的，哪里有流动性，金融机构就到哪里，

习惯了一个地方就再也不动了。”申毅资

本董事长申毅对比历史上曾在美国和日

本发生的类似股灾后指出。

在申毅看来，目前市场上之所以对股

指期货有一些误解，主要是一些机构和资

金规模大的高净值投资者在股市下跌时

可以利用股指期货对冲，而一些普通的散

户投资者由于门槛较高等因素无法利用

该工具，散户会觉得不公平。

“怎么把股指期货推送到千千万万

的散户手中？可以考虑设计适合散户投

资者参与的迷你股指期货合约，至于需

不需要使用这个工具，由散户自己判断，

而不是不给散户提供这个工具。”申毅分

析指出。

上海中期期货研究所副所长王舟懿

也建议，股指期货门槛可适当降低，或设

计一些产品，让散户投资者也能参与，这

样散户对股指期货也会有实战性的认知。

量金资产董事长孟诚则指出，股票市

场T+1的限制，投资者担心隔夜风险，因

此利用股指期货锁定风险，在中金所加大

了操作成本后，投资者只能继续抛售现

货，最终加剧了市场的下跌。在这样的情

况下，建议放开沪深 300 成分股 T+0 交

易，而且还要进一步放开融券交易。

“沪深 300 成分股估值非常低了，放

开 T+0 交易，可以吸引资金到沪深 300
成分股来，而放开融券交易，可以进行

反向套利，有利市场功能的恢复。”孟诚

建议称。

在与会专家看来，金融衍生品并非股

市下跌的原因，而是在承接股市抛压等方

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根据海通期货总经理徐凌测算，6月

12日至8月31日，股指期货套保对冲分流

了现货市场近4000亿元的股票抛压。

继手机银行7.0版、网络直接投融资服

务等业务上线后，浦发银行互联网金融服

务平台——浦银在线（SPDB+）又现“大动

作”。记者从浦发银行获悉，围绕融入客户

生活场景的目标，该行日前业内首家推出

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浦银点贷”，用

户可随时随地通过浦发手机银行或微信银

行，1分钟完成申请到放款全流程。

据透露，此次推出的“浦银点贷”，是

针对个人客户消费需求定制的网络消费

信用贷，全流程在线自助办理，实时申请、

实时审批、实时授信，此举顺应了个人消

费贷款小额化、及时化、线上化的发展趋

势。符合条件的客户从申请到放款全流

程在 1分钟可完成，最高可贷 30万元，最

长可贷1年。

截至9月中旬，“浦银点贷”已为近万人

提供消费融资服务，累计授信规模超过10
亿元。未来还会通过与外部互联网企业的

合作，融入到各类互联网消费支付场景中。

今年 7 月初，浦发银行正式推出以

“spdb+”为标志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致力于打造与线下无差异服务的“线上浦

发银行”。浦发银行“spdb+”互联网金融

服务平台根据市场环境、客户需求，以及

浦发银行自身业务发展规划和能力，采取

分步骤的策略实施，前期主要围绕个人客

户需求进行了相应的服务创新和储备，对

所有的零售业务基本完成了针对性地互

联网化改造，率先实现了“spdb+”融入。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夸客金融与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合作成立了“夸客公益慈善专项基

金”，夸客金融投入启动资金，并借助其

互联网渠道和线下资源，帮助青少年实

现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夸客金融由此成

为首家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合作成立专

项基金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夸客公益慈善专项基金成立，标志

着“互联网+公益”正式启动，不仅将拓宽

公益慈善行业的善款募集渠道，且能创

新公益慈善界思维模式。

业内专家表示，利用互联网思维和

技术，公益不仅打破了传统模式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能通过分享、互

动，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更快汇集大众

力量参与公益活动。

夸客金融创始人兼 CEO 郭震洲表

示，该平台未来将开发带有公益性的理

财产品，将互联网金融理财与慈善结合

起来。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近日，上海银行与阿里云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构

建面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金融直销平台。

在云计算领域，双方具体的合作内容

包括：上海银行利用云技术建设面向移动

互联网的直销银行平台，为上千万用户提

供体验更佳的移动互联网创新金融服务；

基于阿里云的大数据搭建实时大数据分

析平台，同时整合蚂蚁金服、淘宝、天猫等

业务及数据资源，开展业务场景及数据挖

掘的深入合作。

上海银行首席信息官胡德斌表示，战

略合作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再上台阶：未

来将以阿里云和芝麻信用作为切入点，将

合作推向纵深，“未来，双方将更多地从互

联网思维和创新两方面推进战略合作。”

据悉，在新一轮战略规划中，上海银

行明确提出谋划和推进互联网思维在经

营管理中的落地，在信息技术领域，积极

思考自身定位与资源布局，在基础设施

云、应用云、大数据等方面探索自建与合

作相结合的双模式路径。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证金公司概念股再增一例。9 月 18
日，海通证券公告透露，截至9月14日，证

金公司持有海通证券股票 5.1亿股，已跃

为该券商第二大股东。

根据截至 7月 8日的持股信息，证金

公司持有海通证券4.12亿股，持股比例为

3.58%。可见，在 7 月 8 日之后的两个月

内 ，证 金 公 司 再 次 增 持 了 海 通 证 券

9859.24 万股，持股比例由 3.58%上升至

4.44%。

粗略估算，证金公司在 2个月内增持

了海通证券 9859.2457 万股，按照期间均

价估算，斥资金额达12.65亿元。

此外，截至 9月 14日，汇金公司也已

跃升为第十大股东，持有 14476.51万股，

持股比例 1.26%。目前，尚无法判断汇金

公司从证金公司受让海通证券的时机。

除海通证券外，证金公司也已大幅买

入国元证券。国元证券近日公告显示，截

至 9月 7日，证金公司持股比例为 2.99%，

汇金公司持股比例为1.81%，而截至9月2
日，证金公司持有国元证券比例为4.38%，

汇金公司持股比例为1.81%。

持有国元证券的比例下降，一度引发

证金公司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猜想。证

金公司回应称，未卖出任何上市公司股

票。据业内人士分析，证金公司减少的上

市公司股份，很可能是划转给基金，与此

前的“减持”伊利股份类似。而从海通证

券披露的情况来看，证金公司非但未减持

反而在进一步增持。

海通证券量化投资部经理陈翔在

此次研讨会上表示，在股指期货推出之

前，机构是靠天吃饭的，有了股指期货

后，券商等机构可以利用股指期货进行

套保和套利，从而规避市场系统性风

险。

数据显示，2012年之后，全行业对冲

量化产品呈现爆发式增长，仅 2014 年新

发行的产品即超过 600只，加上此前的存

量，规模超过1500只。

陈翔透露，在具体的运作中，机构运

用股指期货进行风险管理主要有三种模

式：

一是股指期货的中性策略。主要通

过买入或持有现货，然后利用股指期货套

期保值功能规避现货风险，这是当前国内

投资机构最常用的量化策略之一。

二是规避下跌风险。如果觉得大盘

有风险，也会用股指期货规避风险，通过

卖出股指期货，而不是提前卖出现货。

对券商而言，还会利用股指期货对券源

进行套保，在融券业务中，券商把券源提

供给市场，如果没有股指期货，券商就必

须承担券源的风险，有了股指期货之后，

券商可为客户提供稳定的券源。

三是期现货套利。当期货与现货价

差出现比较大的偏差时，通过买入现货，

卖出期货进行套利，通过这种交易就是可

以使得这个期现货之间的价差，控制在一

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业内人士建言股指期货

设计迷你期指合约 供散户对冲

机构运用期指主要进行三种风险管理

证金成为海通证券第二大股东

第三方支付联手银行
推P2P资金存管模式

浦发手机银行推“浦银点贷”
1分钟完成申请到放贷全流程

夸客公益慈善专项基金成立
为公益注入互联网金融基因

上海银行与阿里云
共建基于大数据的直销平台

股指期货风险管理功能受到专家们的认可。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