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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财经

QFII、RQFII再迎改革利好

金融对外开放更进一步

招
租

现有吉大景乐路16号工
业集团第8层面积1483.22
平方米对外出租，价格面议，
请联系王生 13115003748
或蒋生13825690088

清算公告
珠海市合唱协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404003105374952，现
公告：本协会拟进行清算，请债权人
自本协会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协
会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
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协会将
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管理机关依法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

清算组负责人：张一帆、任世山
清算组联系电话：13923363062、

13823060313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

洲紫荆路104号二层商铺201室

一、标的名称：珠海市城市排水有
限公司计算机网络安全等级改造采购
项目。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
6月13日起至2018年6月20日止，每
天8:30-12:00，14:30-17:30（节假日
除外）。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8年
6月13日8:30至2018年7月3日17:
00。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珠海
市物资招标有限公司（珠海市吉大石花
西路林海大厦2楼），联系人：周雯祥、
0756-3361127（项目咨询），熊小姐、

0756- 3361010、3361012（标 书 售
卖）。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
《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网 站 http://ggzy.zhuhai.gov.cn/
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
特别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物资招标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6月13日

招标公告（项目编号：1800060C）

公告（金湾）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
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现钱超
向我中心申请办理其于2017年向珠
海市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
位于金湾区红旗镇虹晖一路39号
1-4栋地下室126号车位产权登记；
钱超非本小区业主，根据《房屋登记
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现予公告。有
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将书
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中心将
予以登记。

特此公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6月11日

通 告
根据（2017）粤0402执5924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
知书》，原产权人邝瑞球名下座落于
斗门区井岸镇江湾三路兆丰新村3
栋 7 单 元 702 房（权 证 号 码 ：
C4452152号）已裁定过户以及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
分行对斗门区井岸镇江湾三路兆丰
新村3栋7单元702房的抵押权登
记（他项权证号码：0300045896
号）。限原产权人及抵押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地产权
证、他项权利证书交回我中心，逾期
不交，上述房地产权证、他项权利证
书声明作废。

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6月11日

补发公告
现有原房产权利人赵艳华、金

伟就其名下坐落于香洲区半岛六
路 333 号 8 栋 802 房的预购证号
（证号 0100087698），向我中心提
出遗失（灭失）补发申请，根据《珠
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四十四条
规定，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书面异议材料送达至我中心，期满
无异议，原证作废，我中心将核准
补发新的权利证书。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6月12日

山星一号集资兑现
通 告

山星一号集资券 0017360、

0017361合计券额贰仟元，原初始

持券人如有异议，请电询：8611476

转207，见报七日内未有异议，本人

将行使持券人权利兑现。

武瑞波
2018年6月13日

通 告
因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全封闭天羽

道环岛北路至琴海北路段，车辆可绕行天羽道东

侧的千安道临时便道。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

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6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6月22号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

的物：
标的物概况：
1.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莲溪内街 170 号、172 号的房产权益，面积约

675.18平方米，参考价473500.00元,保证金5万元；
2.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上进路60号的房产权益，建筑面积460平方米，参

考价247024.00元，保证金3万元；
3. 珠海市香洲区香洲兴业路52号16栋首层04、05开间的房产，建筑面积

77.84平方米，参考价506000.00元，保证金5万元。
说明：①标的1和标的2转让过程及转让前后所涉及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税金、费用、补交地价款等），概由买受人承担，委托方不承担。标的3转让过户
交易中委托方承担房产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和土地增值税，在转让过程及转让
前后所涉及的其他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金、费用等），概由买受人承担，委托
方不承担。②标的1和标的2拍卖成交后委托方与拍卖人不负责办理过户。③标
的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同时与委托方签订相关权益转让协议。④成交后5日内
付清成交价款。⑤以上标的按照现状拍卖。上述标的物的面积仅供参考，成交价
不与面积挂钩。⑥根据委托人要求：竞买方不得为农行员工、员工亲属或利益关
系人。有意竞买者，请与拍卖人联系、咨询及索取相关资料,并于2018年6月20
日前交纳竞投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收款单位：珠海市富绅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开户银行：广发银行珠海梅华路支行，账号：113009-518-01-0000354），并
凭有效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展示时间请电话预约。

珠海市前山金鸡路125号汇生商贸大厦四楼 0756－8609078
珠海市富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板樟山新增隧道工程
保险服务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1800062C）
一、标的名称：板樟山隧道新增隧

道工程保险服务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06

月13日起至2018年06月20日止，每
天 8:30-12:00，14:30-17:30（节假
日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8年06
月13日08：30—07月04日17:00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珠海
市香洲区洲山路13号A座四楼，联系

人：洪小姐、林小姐，0756-6343935。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

《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 http://ggzy.zhuhai.gov.cn/
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
特别公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城建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06月12日

12日，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措施，对现
行QFII、RQFII的相关外汇管
理政策进行调整，取消了相关
资金汇出比例限制、本金锁定
期要求，并允许QFII、RQFII
对其境内投资进行外汇套保。

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QFII 即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制度，是2002年在我国资
本项目尚未开放情况下引进外
资、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
性制度安排。该制度要求境外
机构投资者若要投资境内资本
市场，必须符合一定资格条件，
在批准的额度内汇入外汇资
金，通过专门账户，投资规定范
围的证券金融产品。

在QFII 基础上，2011 年
11月，我国正式开启RQFII试
点。2013年 3月相关部委发
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RQFII制度正式确立，形成证
监会负责资格准入、人民银行
负责人民币账户管理、外汇局
负责投资额度的监管框架。

QFII 和 RQFII 制度发布
之后，遵循稳步推动资本项目
可兑换的开放原则，先后经历
了多次改革，在资格门槛、投资
范围、投资额度和资金汇兑等
多个方面不断放松管理，通过

简政放权提升投资便利度。

三大亮点值得关注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方面介
绍，此次发布的修改内容有三大
亮点值得关注。

——取消QFII每月资金汇
出不超过上年末境内总资产
20%的限制。

——取消QFII、RQFII本金
锁定期要求，将现存的QFII投资
3个月锁定期、RQFII非开放式
基金投资3个月锁定期全部取
消，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根据需
要办理资金汇出。

——明确合格机构投资者外
汇风险管理政策，允许 QFII、

RQFII对其境内投资进行外汇
套保，对冲其汇率风险。

“这次对QFII和RQFII的
外汇管理改革比较彻底，今后
除了对额度的宏观审慎管理
外，在资金汇出方面不再限
制。”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新规发布，为境外
资金通过QFII、RQFII投资境
内金融市场创造了更为便利的
条件。

推动外汇管理改革

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是重要环节
之一。

有机构负责人表示，从世

界各国发展经验看，在资本项
目对外开放进程中，都有
QDII、QFII此类的管理措施，
QFII和QDII制度是我国金融
市场双向开放的基础性制度保
障，在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进
程中作用明显。

目 前 ，QFII 总 额 度 为
1500亿美元，RQFII试点区域
拓展至19个国家和地区，总试
点规模 19400 亿元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5 月底，累计有
287 家 QFII 机构合计获得
994.59 亿美元、196家 RQFII
机构合计获得6158.52亿元人
民币投资额度。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在外
汇领域出台多个政策支持金融
市场双向开放。4月初，国家
外汇管理局重启QDII（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相关工
作。4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
局发布通知，将上海和深圳两
地 合 格 境 内 有 限 合 伙
（QDLP）/投资企业（QDIE）试
点额度分别增加至50亿美元。

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政策的出台，体现外汇管
理进一步支持和促进资本市场
开放，对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可
兑换、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
局、助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具有积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
电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12日
发布消息称，近期有部分机构
或平台以手机回租、虚假购物
再转卖等形式变相发放“现金
贷”，甚至故意致使借款人形成
逾期。该协会呼吁消费者，审
慎选择平台，理性办理借贷。

中国互金协会介绍，根据
近期监测发现，有部分机构或
平台“换穿马甲”，以手机回租、
虚假购物再转卖等形式变相继
续发放贷款，有的还在贷款过
程中通过强行搭售会员服务和
商品方式变相抬高利率。特别
恶劣的是，发现有少数平台故

意致使借款人形成逾期以收取
高额逾期费用，严重地侵害了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去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
先后出台多个文件，明确了规
范“现金贷”等网络借贷行为的
管理要求，加强对“现金贷”业
务的监管并逐步化解其形成的
风险。

中国互金协会呼吁，各会
员单位和相关机构应依法合
规经营，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
业务资质的机构，不得以任何
形式变相开展贷款业务；具备
合法放贷资质的机构应恪守
行业自律要求，主动加强内部

管理，杜绝任何变相提高利
率、恶意收取逾期费用的违规
行为。

此外，中国互金协会还提
醒广大消费者应审慎选择提
供贷款服务的机构或平台，理
性办理借贷；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在购买相关产品和服务时
应认真阅读合同条款，留存相
关证据，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的，可通过法律手段主张权
益；如发现不具备放贷资质的
机构非法开展贷款业务的，应
当向监管部门或该协会举报，
对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构报案。

中国互金协会：

部分平台变相发放“现金贷”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
电 记者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
截至一季度末，我国保险公司
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8%，显著高于100%的偿付
能力达标线，保险业偿付能力
充足稳定。

银保监会近日召开偿付能
力监管委员会第42次工作会
议，纳入此次会议审议的173
家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为248%，较上季末
下降3个百分点；平均核心偿
付能力充足率为237%，较上
季末下降2.9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财产险公司、人
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平均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64%、243%和309%。

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表
示，当前保险业风险总体可控，
但风险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银

保监会将对公司治理存在问
题的公司采取必要措施。对
流动性风险较大的公司继续
加强跟踪监测，督促公司切实
抓好风险防控工作。

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
偿还债务的能力。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衡量保险公司资
本的总体充足状况，核心偿付
能力充足率衡量保险公司高
质量资本的充足状况。

银保监会：

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稳定
资讯

2018 年 6月 7日，美国《福
布斯》杂志发布了 2018 年“全
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排行榜
（Forbes Global 2000），兴业
银行排名第62位，位列中国大陆
入围企业第12位、上榜股份制银
行第2位。

据悉，福布斯“全球上市公
司2000强”被视为全球最权威、
最受关注的商业企业排行榜之
一，排名以营业收入、利润、资产
和市值的综合评分为依据。根
据2018年榜单，兴业银行营收
480亿美元、利润88亿美元，总
资产10231亿美元、市值535亿
美元。

过去一年，面对经济金融形
势和监管环境的深刻变化，兴业
银行坚持“稳中求进”的经营策
略，适变而变，主动深化自身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主业、做
精专业，推动从规模银行向价值

银行转变，在服务实体经济、与
客户共成长中实现了规模、质
量、效益的平衡发展。截至
2017年末，兴业银行总资产达
6.42 万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5.44%，实现净利润572亿元，同
比 增 长 6.22% ，不 良 贷 款 率
1.59%，较年初下降0.06个百分
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5%，总资产收益率0.92%，
保持同业优秀水平。

2018年，兴业银行迎来而立
之年。站在 30 周年的新起点
上，兴业银行继续大力推进结
算型、投资型、交易型“三型银
行”建设，做实重点分行、重点
行业、重点客户、重点产品“四个
重点”，加快“商业银行+投资银
行”战略布局，强化从以产品为
主导向以客户为主导转变，提高
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从高速增
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形成更加
平衡的发展格局；从管控好重点
风险向管控好全面风险转变，
夯实持续前行的基础，沿着既
定战略奋勇前行，走出一条高
质量的发展之路。

（海纳）

2018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榜单出炉

兴业银行排名第62位

兴业银行栏目特约

新华社上海6月12日电 周
二A股现探底回升，主要股指全
线收红。深市表现相对强于沪
市，三大股指涨幅均超过或达到
1%。两市成交温和放大，总量超
过35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3053.03点
小幅高开，总体上走出先抑后扬
行情。盘中沪指下探3034.10点
的全天低点后开始震荡回升，午
后上摸3081.45点。尾盘沪指收
报3079.80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27.02点，涨幅为0.89%。

深证成指收报10315.28点，
涨139.93点，涨幅为1.38%。创
业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强，涨
1.43%后以1712.77点报收。中
小板指数录得1%的涨幅，收盘
报7067.11点。

伴随股指反弹，沪深两市

2300多只交易品种收涨，远多于
下跌数量。不计算ST个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近40只个股涨停。
沪市迎来新股N亿嘉和，首日涨
幅近44%。

绝大多数行业板块录得正涨
幅。机场服务、白酒板块涨幅领
先，电信服务、食品饮料、啤酒、旅
游等板块涨幅靠前，且大多为消
费概念板块。机床设备板块表现
不佳，有色金属、海运板块逆势小
幅收跌。

沪深B指同步反弹。上证B
指涨0.72%至309.18点，深证B
指涨1.27%至1134.52点。

与前一交易日约 3200 亿
元的总量相比，当日沪深两市
温和放大，分别为 1545 亿元
和 1966 亿元，合计超过 3500
亿元。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11日
电 美国维尔福软件公司11日
宣布，将与中国游戏公司完美
世界共同推出“STEAM中国”
项目，为中国游戏玩家和开发
者提供一个触达STEAM平台
上游戏及娱乐产品的新通道。

据悉，作为全球最主要线
上娱乐内容生产商和分销商之
一，维尔福不仅开发了《DO-
TA2》等著名在线游戏产品，
其运营的STEAM还是全球最
大的个人电脑端数字分销平台
之一，2017年交易额达43亿
美元。玩家可通过STEAM购
买、下载、讨论、上传和分享线
上娱乐产品及相关内容。

完美世界首席执行官萧泓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双方
这一合作既能借助互联网创建
中美娱乐产业合作新平台，也
有助于促进中美之间的流行文
化交流。

维尔福创建于1996年，总
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完美世
界是中国著名游戏开发商和影
视制作公司。

中美游戏公司
将合作推出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