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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证保对外开放均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码
动《期货法》尽快出台，为境外机构进入市
场提供基本法律保障。
原油期货只是资本市场助力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 5 月 1 日，
沪港通每日额度已扩大至 4 倍，此外，沪伦
通目前也在积极推动中。
合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方面，高莉透
露，目前上海有 6 家中外合资的证券公司，
23 家中外合资的基金公司，合资公司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此外，10 家已获得私募基
金牌照的外商私募基金管理人均落户上
海。下一步，证监会将进一步支持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上海资本市场改革
创新，
扩大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张淑贤
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将于明天在浦东
正式拉开帷幕。作为金融对外开放的前
沿地区，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
码。目前，在沪外资行资产规模占比超一
成，不少外资行母行正着手研究中国银行
业对外开放事宜；证券行业合资公司居全
国前列，
“ 沪伦通”正在推动中；保险业继
一批开放项目落地后，目前正准备上报第
二批。

在沪外资行资产规模
占比超 10%
“在我国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
发布后，上海银监局即组织在沪外资银行
开展调研，了解各家机构对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的看法和规划，并及时向银保监会
和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有关情况。”在
近日举行的市政府发布会上，上海银监局
副局长周文杰介绍称。
最新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已有部分在
沪外资银行母行着手研究中国金融业进一
步开放后的中国业务策略，部分外资银行
已成立工作组，并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银行表达了在上海新设机构的意
向。
周文杰透露，摩洛哥外贸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已向上海银监局递交了开
业验收申请，预计该分行将于今年三季度
获批开业；约旦阿拉伯银行也已向上海银
监局递交了筹建上海分行的申请，如获批
准，该行将成为约旦银行在华首家营业性
机构。
同时，上海银监局还积极引导在沪外
资行利用广泛的全球网络、齐全的产品线
以及熟悉国际市场环境、运行规则等方面
的优势，积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
服务。截至 2018 年 4 月末，辖内共有来自

保险业一批对外开放
项目落地上海

上海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亮点纷呈。

□徐网林 摄

15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 5 家外资法人银
行、13 家外资银行分行和 8 家外资银行代
表处，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
金融服务。
下一步，上海银监局将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激发在沪外资银行参与中国金融
业发展的活力，
丰富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
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
金融机构参与上海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
共同构建更加开放、互利共赢的金融市场
环境。”
截至今年 4 月末，上海辖内外资银行

资产总额 1.5 万亿元，占上海银行业总资
产的 10.3%，资产规模占比自去年 9 月以
来已连续 8 个月超过两位数。同时，截至
4 月末，辖内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 0.33%，
低于上海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为进一
步扩大开放和多元化经营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

上海证券业合资公司
居全国前列
3 月 26 日，我国首个对境外投资者开

放的期货品种——原油期货正式推出。证
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介绍，原油期货定价
功能初现，
对服务区域性，
特别是亚洲区域
和原油产业链相关的行业，用于风险管理
的工具进一步彰显和体现。截至 6 月初，
原油成交及持仓规模大幅增加，原油期货
上市首日成交 4.24 万手，现在增加了 3.78
倍；持仓方面，上市首日是 3558 手，现在增
长了 8.17 倍。
“市场参与者较多，产品定价功能初
现，特别是多家境内外大型产业客户参与
了交易，定价基准越来越为产业投资者所
参考和运用。”高莉透露，目前正在积极推

上海私募股权基金规模居全国之首
挖掘优质企业 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在 上 海 银 行
昨日举行的私募股权投资论坛，市金融
办副主任李军表示，上海集聚的私募基
金规模已居全国之首，这些长期创新资
本持续挖掘优质创新企业，助力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
中国崛起需要企业创新的力量，创新
的力量需要创新的资本来支持，而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导向的股权投资将有助于形成
长期创新的资本。该届私募股权投资论坛
以拥抱“硬科技”为主题，探讨硬科技领域
股权投资基金与商业银行协作的话题，助
力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硬科技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
一个
城市科技创新实力的标尺，以人工智能、航

天航空、
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正
获得越来越多资本的青睐。”李军表示，
“企
业、
私募机构、
商业银行三者紧密联系，
推动
产品研发和业务发展，
其中，
私募机构拓宽
了资金募集的渠道，
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商
业银行则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方案。
”
目前，全国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约
23595 家，管理的基金规模达到 12.48 万亿
元，其中，上海有 4697 家，管理的基金规模
2.81 万亿元，均名列全国城市之首。另据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私募股权基金
投资金额超过 1500 亿元，促成投资案例
900 余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掘优质创新
企业，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正起到越来越大
的作用。

“走出家门，尽一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是
川沙新镇七灶东五队老党员丁慕兰眼中的志愿
者。参加城厢社区志愿者队伍已第 5 个年头的她，
除了几个大的节假日，坚持每天至少“上班”2 小
时，一年累计服务不少于 800 小时。
问起都忙些什么事，
丁慕兰笑着说：
“事情挺多，
也挺开心。每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六是
‘为民服
务日’
，
有磨剪刀、
理发、
测血压等项目，
地点是轮换
的。每月15日是
‘环境卫生日’
，
有捡垃圾、
扫马路环
节。每周四为
‘老伯伯茶室开放日’
，
要与居民聊聊
天、
拉拉家常，
沟通情感。还有平时在路口维持交通
安全，
环境整治时做好居民的劝导工作等，
哪里需要
我们就在哪里……”
丁慕兰对志愿者工作如数家珍，
脸上自始至终带着微笑，正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
，
为人民服务，
帮助了他人，
也提升了自己。
“一个志愿者背后一定是一个志愿者家庭。
”
做
一天志愿者容易，
天天做志愿者就不易了。虽然丁
慕兰退休了，
但是平时要接送外孙、
买菜做饭，
有时
还会和朋友结伴出游。但自从她从事志愿者工作
以来，家务及接送外孙的任务全都交给了老伴，更

作为一家地方法人银行，上海银行积
极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主动拥抱
“硬科
技”，加码布局科创金融，开展了一系列综
合金融服务创新实践，比如通过集团内部
联动，为科创企业提供投贷联动资金支
持。截至目前，上海银行已累计为 30 户科
技企业提供了投贷联动服务。
记者获悉，上海银行已将科创金融纳
入战略规划，统筹考虑人力资源、财务资
源、信贷资源等，
优先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及
高科技企业，
并优化风险容忍政策。未来，
上海银行将结合中小企业业务线上化、平
台化、数字化趋势，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
为更多的私募机构和被投企业客户提供集
募、投、管、退一体的全流程综合金融服务，
共同营造私募股权投资生态圈。

第十二届上海金洽会
6 月 27 日在浦东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第十二届上
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洽谈会暨论坛（简
称：金洽会）将于 6 月 27 日在浦东开幕。
记者昨日从主办方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召
开的媒体通气会上获悉，在为期三天的
时间内，该届金洽会将推出伴随消费升
级而涌现出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包
括消费金融、养老金融和健康旅游金融
等，让消费者一站式获得多种金融产品
和服务。
始于 2006 年的上海金洽会，目前已
成为融“金融信息交流、金融政策解读、
金融服务示范、金融产品推介、金融科技
展示、金融实体对接、金融合作交易”等
功能于一体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合作
交流平台。据主办方介绍，为延伸金融

他们是最美志愿者家庭
——浦东 2016 年度
“最美家庭”
丁慕兰家庭
别提去旅游了。老伴退休前是人民教师，
以前不怎
么下厨，现在为了成就丁慕兰的“事业”，开始研究
起菜谱来，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问妻子：
“今天想
吃啥？我去买。”等丁慕兰“上班”后，他就去菜场，
全然成了
“马大嫂”
。
不仅老伴支持丁慕兰的工作，女儿也成了她
的“兼职秘书”。丁慕兰今年 70 多岁，使用电脑有
些困难，但身为志愿者领队，人员、项目等安排是
必须的，因为志愿者所有的付出都是无偿的，所以
活动记录成了他们最好的褒奖。为此，丁慕兰设
计表格，女儿帮忙打印，时而还代替拟写活动计
划。外孙也支持外婆的工作，疼惜外婆的身体。
每天放学回家，帮外婆又是倒水，又是捏胳膊捏
腿，
“ 外婆喝水，外婆我帮你按摩，外婆你累不累
……”此时的丁慕兰再累也不觉得累了。

在保险业对外开放方面，上海保监局
作为银保监会的派出机构，主动配合上海
市金融办了解市场主体需求，推动相关对
外开放项目落地。
4 月 27 日，上海保监局为韦莱保险经
纪办理《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换证手
续，标志着银保监会有关保险中介行业扩
大开放举措在上海正式落地，韦莱保险经
纪成为全国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
保险经纪机构。
上海还支持外资参股设立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5 月 2 日，银保监会批准设立“工银
安盛”，该公司设立在上海，是我国扩大保
险业对外开放以来获批筹建的首家合资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
上海保监局副局长王晓东透露，下一
步上海保监局将继续积极配合市金融办
准备和上报上海第二批涉及保险业扩大
开放的项目，并积极推动落地，同时继续
做好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相
关工作，力争更多的保险业扩大开放项目
在上海落地。

虽然丁慕兰老两口为了照顾子女，
住在川沙城
里，
“工作”也不在自己村里，但她从不忘记老宅的
人。作为七灶村老龄支部的一名老党员，
党小组活
动她都积极参加。如遇重要活动脱不开身，
她会提
前向老龄支部书记或党小组长请假，
并主动要求补
课。第五村民小组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也住在川
沙，
虽然离丁慕兰住的地方不是很近，
但她总是代表
党小组陪老人聊聊家常，
说说心里话，
还不时带点新
鲜水果，
俨然成了老人的老姐妹、
知心人。老人每次
看到她都倍感亲切，每次分别
都是依依不舍。
爱是可以传递的，如果说
丁慕兰是一名优秀志愿者，那
么丁慕兰的家庭就是一个最
美志愿者家庭。

服务产业链和价值链，该届金洽会将引
入拍卖、养老地产、特色小镇、房车旅游、
区块链技术等新板块，助推产业之间的
融合、联动与创新，全方位服务实体经
济。
据悉，该届“金洽会”设置了金融供
给渠道、企业融资渠道、智慧金融服务、
消费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创新、金融产业
园、未来金融前瞻、投资风险防范、金融
市场推广和长三角一体化合作等参展板
块，参展机构超过 200 家。同时，还将举
办“文化金融”、
“ 沪港投融资”、
“ 区块
链”
、
“养老金融”等十多场主题论坛与专
项活动，邀请业内专家解读宏观和行业
政策，充分发挥“金洽会”的行业引领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