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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孙川) 今年以来，东营

市通过不断完善金融体系
建设、推动企业对接资本
市场、大力整治金融秩序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面
推进金融业改革发展，完
善金融体系建设。截至11
月，全市共有银行34家，证
券公司13家，保险公司45
家，期货营业部3家。小额贷
款公司29家，融资性担保公
司16家，民间资本管理机构
20家，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
构1家。

开展企业规范化改制
工作，累计培训企业200余

家，组织专家赴50余家改制
企业实地指导100余次。截
至9月末，完成企业改制102
家，完成年度任务的102%。
推动企业上市挂牌，截至9
月末，3家企业在新三板挂
牌，22家企业在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2家企业进入
上市辅导程序。7家企业发
行债券融资104 . 2亿元。支
持证券期货机构发展，发
挥综合协调作用，支持已
设证券期货机构做大做
强。9月末，全市证券交易额
2804 . 56亿元 ,期货交易额
473 . 42亿元。

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

警，适时开展风险排查，做
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
置、早防范。深入打击恶意
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制定
出台具体意见，建立长效
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对
恶意逃债行为的司法惩戒
力度。开展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互联网金融专项
整治工作，建立全市非法
集资监测预警报告机制和
案件举报奖励机制，实行
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
合。组织开展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县区行活动，有效
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集资
风险的防范意识。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李真真 ) 12月9日，元亨祥
财富东营分公司开业庆典隆
重举行。元亨祥企业集团董
事局主席程芳、元亨祥财富
执行总裁刘闪、元亨祥财富
副总裁张岱云、元亨祥财富
环渤海区域总裁兼东营分公
司总经理王雪芬、东营市政
府相关领导以及东营企业精
英代表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元亨祥财富环渤海区域
总裁兼东营分公司总经理王
雪芬在致辞中，向到场的嘉
宾表示了诚挚地欢迎，感谢
广大投资人对元亨祥的关注
和支持。她表示，东营分公司
的开业只是一个起点，未来，
元亨祥财富将在整个环渤海
经济圈中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在今后的道路上，东营分
公司将以“恪尽职守、善尽责
任”的精神为投资人提供保
值增值的产品与优质高效的
服务。

随后，元亨祥企业集团
董事局主席程芳为开业致

辞，“我们选择在东营设立
分公司，就是为了立足东
营，布局环渤海，最终实现

‘三位一体’(长三角、珠三
角 以 及 环 渤 海 ) 的 战 略 布
局。”程芳说，“我们将以‘精
品私人银行 家族财富传
承’的坚定市场定位，在为
投资者提供高端理财平台
的基础之上，实现家族财富
的代代相传。”

庆典上，程芳、刘闪、张
岱云、王雪芬一起为元亨祥
财富东营分公司进行了开
业剪彩仪式，与在场嘉宾朋
友共同分享了这一重要时
刻。而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
舞狮表演将开业典礼推向
了高潮。红红火火的舞狮象
征着东营分公司日后蒸蒸
日上的业绩，也寓意了元亨
祥人求吉纳福的美好愿望。
舞狮表演结束后，程芳为东
营分公司进行了点睛仪式。

东营分公司的开业代表
着元亨祥财富在环渤海经济
圈开启了新的征程。未来任

重道远，元亨祥人将继续以
“专业、专注、专心、专属”的
经营理念，坚持专业实干的
精神，更好地为客户提供量
身定制的财富管理服务，覆
盖客户全生命周期乃至整个
财富家族的理财需求。

1 2月1 0日，以“凝心聚
力 蓄势待发”为主题的
2 0 1 7元亨祥财富环渤海高
峰论坛在东营万达嘉华酒
店盛大举行，本次论坛活动
除了邀请到元亨祥企业集
团的重要领导外，还特别邀
请了元亨祥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管清友，同时现场汇集
了近40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
精英人士。

论坛在王雪芬的致辞
中拉开帷幕，她坚信，新时
代、新机遇、新使命下，需要
每一个元亨祥人展现更大
的作为，因此，东营分公司
将致力于更好地服务客户，
探索财富管理之路，努力为
每一个客户打造优质完善
的服务体系和高效务实的

投资信息，让更多投资者享
受大财富的时代背景下更
加齐全的增值服务。

元亨祥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管清友博士出席本次高峰
论坛并作“回归金融本源，重
塑实业价值”的主题发言，从
七个方面对2018年宏观经济
及资产配置进行展望。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元
亨祥财富东营分公司的开业
将开启环渤海经济圈金融投

资的新蓝海。未来，元亨祥基
金集团也会站在新的起点，
帮助客户实现一站式全球资
产配置，专心研发产品、丰富
业务模式，实现现金管理类、
固收类、股权类、权益类、证
券类产品条线全覆盖，国内
投资与海外投资并驱，致力
于满足广大客户在市场经济
周期的不同阶段获取长期增
值收益，与投资者 “相互成
就、共同分享”！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孙川) 近日，广饶县筛

选30家新材料、新能源、智
能电气、医药环保、生态农
业等上市挂牌后备资源企
业金融人才，在山东大学
(威海 )校区举办全县金融
人才对接资本市场培训
班，以借力资本运作与实
体经济相结合，助力县域
经济转型发展。

培训期间，山东万容律
所主任张玉红、山东开来资
本执行总裁景洪晔、山东大
学 (威海 )商学院教授张建

波、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融资
服务中心高级经理孙媛慧
分别就《新供应链金融带给
企业的机会》、《中小企业如
何对接私募股权基金》、《中
国私募股权现状及趋势》、

《非上市企业融资新途径--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融
资产品介绍》课题进行了详
细讲解。

通过实地对接考察，
体验资本效应。培训活动
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的模式，组织全体
学员实地考察了山东好当

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2家企业。

专家授课与实地考
察之后，培训班筛选了张
驰橡胶、盛世德宇农业、
哈迪斯、汉尊新能源、贝
斯特科技、泰然科技、华
普新材料、浩普环保新材
等8家企业分别就私募基
金、商业模式定位、企业
文化、资本运作、供应链
金融、股权融资、核心竞
争力等主题与参训学员
进行了交流互动。

2017元亨祥财富环渤海高峰论坛

暨东营分公司开业庆典圆满落幕

东营市整治金融秩序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降风险缩链条

银行资管再造业务流程

砍嵌套缩通道

“新规征求意见发文的
第二天，总行就通知要求，
以后项目只能做单层嵌套。
不过，目前细则还没出来。”
某股份制银行地方分行人
士表示。

征求意见稿明确，金融
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
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
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
要求的通道服务。资产管理
产品可以投资一层资产管
理产品，但所投资的资产管
理产品不得再投资其他资
产管理产品 (公募证券投资
基金除外)。

银行做多层嵌套主要是
出于两个目的：一是资金绕
开监管进入一些限制类领
域；二是通过嵌套将项目的
通道费用“走出来”。

民生证券研究院海外研
究主管张瑜指出，从2016年提
高基金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
标准开始，对通道业务的监
管持续收紧。此次征求意见
稿的发布，可以说为消除通
道创造了良好条件。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专家表示，未来银行资

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
优势。现在很多银行资管部
门，几十个人就管理成百上
千亿元的资金，而在一些公
募基金公司，却是几百个专
业的人在做。未来随着套利
空间缩小，银行资管部门的
投资能力、专业能力都将受
到挑战。

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
务中心总裁李国峰表示，银
行资管业务专业化主要体
现在四方面：一是要培养专
业化、职业化的产品研发团
队、客户营销团队、投资服
务团队、风险管控团队、市
场研究团队，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发挥好专业
人才优势，有效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二是要强化“风险
定价”专业能力的提升，紧
紧围绕“风险定价”能力这
一资管业务的核心，夯实基
础，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提
升核心竞争力；三是要紧紧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
融风险，强 化 专 业 创 新 团
队建设，持续提升创新能
力；四是要构建有利于银
行资管高效运行的专业化
体制机制，按照资管业务
发展规律，实行资管业务
流程再造，全面提升专业
化运作能力。

(综合)

广饶举办金融人才对接资本市场培训班

“资管新规征求意见还没有多长时间，总行也在研究。因
此，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手头项目往前赶，至少先完成今年
的业务量吧。”某股份银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说。业内人士认
为，“非信贷、降风险、缩链条、降成本”的监管大方向已明确，
银行业必须按照资管业务发展规律，再造业务流程，全面提升
专业化运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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