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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严格限制国有金融机构资产直接协议转让范围
本报记者 包兴安
12月8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
国有金融机构资产转让有关事项的
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要求，国
有金融机构资产转让应当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遵循等价有偿和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通过资产
转让进行不当利益输送。
《通知》规范转让方式，严格限
制直接协议转让范围。国有金融机
构资产转让原则上采取进场交易、
公开拍卖、网络拍卖、竞争性谈判等
公开交易方式进行。转让在公开市
场交易的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应
当通过依法设立的交易系统和交易
场所进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未

经公开竞价处置程序，国有金融机
构不得采取直接协议转让方式向非
国有受让人转让资产。属于集团内
部资产转让、按照投资协议或合同
约定条款履约退出、根据合同约定
第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将特定行
业资产转让给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以及经同级财政部门认可的其
他情形，经国有金融机构按照授权
机制审议决策后，可以采取直接协
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
《通知》要求，合理确定价格，有
效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国有金融机
构资产转让，按照《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评估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令第47号）等有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
评估的，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并履行

相应的核准、备案手续，并以经核准
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转让
底价。对于有明确市场公允价值的
资产交易，转让标的价值较低（单项
资产价值低于100万元）的资产交易，
国有独资、全资金融机构之间的资产
交易，国有金融机构及其独资全资子
企业之间的资产交易，以及国有金融
机构所属控股子企业之间发生的不
会造成国有金融机构拥有的国有权
益发生变动的资产交易，且经国有金
融机构或第三方中介机构论证不会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依法依规履行
决策程序后可以不评估，有明确市场
公允价值的资产交易可以参照市场
公允价值确定转让底价，其他资产交
易可以参照市场公允价值、审计后账
面价值等方式确定转让底价。对投

资协议或合同已约定退出价格的资
产交易，依法依规履行决策程序后，
经论证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可
按约定价格执行。
《通知》明确交易流程，确保资产
转让依法合规。国有金融机构资产
转让采取进入产权交易场所交易的，
具体工作流程参照金融企业非上市
国有产权转让的有关规定执行；采取
公开拍卖方式的，应当选择有资质的
拍卖中介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拍卖法》的规定组织实施；采取网
络拍卖方式的，应当在互联网拍卖平
台上向社会全程公开，接受社会监
督；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的，应当有
三人以上参加竞价；采取其他方式
的，国家有相关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
执行，没有规定的应当至少有两人以

上参加竞价，当只有一人竞价时，需
按照公告程序补登公告，公告7个工
作日后，如确定没有新的竞价者参加
竞价才能成交。
资产转让成交后，转让价款原则
上应一次性付清。如成交金额较大
（超过1亿元）、一次性付清确有困难
的，可以约定分期付款方式，但首付
款比例不得低于30%，其余款项应当
提供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并
按照不低于上一期新发放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延期付款期
间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受
让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前，不得进行资
产交割及办理过户手续。国有金融
机构及其独资全资子企业之间的资
产转让，其款项支付和资产交割可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约定。

在岸、
离岸人民币汇率双双升破6.35 专家：
出口与汇率
“自平衡”
本报记者 刘 琪
12月8日，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对
美元盘中双双升破6.35，创2018年5
月 下 旬 以 来 新 高 。 具 体 来 看 ，据
Wind数据显示，截至当日18时，在岸
人民币盘中最高6.3451，创2018年5
月16日以来新高（2018年5月15日盘
中最高6.3437）；离岸人民币盘中最
高6.3444，创2018年5月18日以来新
高（5月17日盘中最高6.3437）。
另外，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
显示，12月8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为6.3677，创今年6月2日以来新高，
为年内次高水平（6月1日为6.3572，
为年内最高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12月6日，中国人
民银行（下称“央行”
）宣布将于12月
15日进行全面降准。紧接着在12月7
日，央行又下调了支农、支小再贷款
利率0.25个百分点。此前，有市场观
点认为降准或将抑制人民币汇率上
升势头。人民币汇率为何强势上升，

创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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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绿鞋”
护航8只新股走稳
穿
“鞋”
新股有望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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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家公司首发募资4634亿元
实现
“量价”
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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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股 2022 年投资风向：
财富管理成“团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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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二级资本债进入
“大象时代”
？
宇宙行获批发行1900亿元
.........................B1 版

年内人身险产品经历三次更替
三大类型保险
“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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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有限

锂电铜箔成抢手货
上游企业忙布局头部企业忙扩产

“此次降准其实对人民币汇率的
影响有限。”中信证券首席FICC分析
师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一方面，降准后释放人民币
流动性，可能使得人民币承压。但另
一方面，从经济基本面维度来看，降
准叠加宽信用的积极信号将缓解经
济下行的压力，可能更有利于海外资
金流入我国股债市场。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也持有相同观点。他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降准意味着国内货币政策
边际宽松，虽然本身对人民币汇价有
一定利空作用，但是本次降准在定向
支持小微企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释放了稳增长信号，令市场对明年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信心增
强，一定程度上带动人民币汇率走
强。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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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群兴股价异动
年内 8 次登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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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连续万亿元日成交额会
“回撤”吗？
阎 岳

像 今 年 10 月 份 发 生 的“ 断 流 ”现 象
呢？对这个问题，笔者的判断是，A
截至12月8日，A股市场成交额
股市场连续成交破万亿元是一种新
已连续34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这
常态，除非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干
次的开始时间要从10月22日算起。 扰，否则这种状态就很难被打破。主
此前A股市场成交额也曾连续突破
要理由如下：
万亿元，并一举打破2015年创下的43
一是市场规模的扩容。沪深交
天纪录，
被投资者称为
“梦回2015”。
易所上市企业数量增加明显，再有北
其实，A股市场成交额连续突破
交所的加入，A股成交额保持在一定
万亿元成交额有着很强的政策基
规模就有了基本保证。
础。2020年4月7日，国务院金融委第
二是交易机制的改革更加深
二十五次会议提出“放松和取消不适
入。监管层一直在完善交易机制方
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
面不断探索和推进，改革的前提是能
度”，当时市场各界就对中国股市的
够保证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活跃度提升充满了期待。
A股市场交易机制改革采取的
现在，A股市场成交额已经可以
是循序渐进的策略，先有新股上市首
轻松突破万亿元，但会不会再次出现
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再到科创板的日

涨 跌 幅 升 至 20% ，后 又 推 广 至 创 业
板，及至北交所实施的30%日涨跌幅
限制。可以看出，A股市场的交易机
制正在有序、
有度放开。
量化交易和高频交易被认为是
上一轮A股市场成交额连续破万亿
元的重要因素之一。监管层对这一
交易形式的看法是，对增强市场流动
性、
提升定价效率有益，但交易趋同、
波动加剧则有违市场公平，量化交易
避免交易趋同才能降低副作用。据
此，量化交易不会被市场拒绝，规范
运行才有前途。
对于T+0，市场几乎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搞一次大讨论，但讨论的结果
无外乎就是有利于投资者及时纠错
云云。从A股市场现阶段的情况看，

实施T+0仍需进行充分论证。
监管层在交易机制方面的改革，
确实对提升市场活跃度起到了积极
作用，未来在这方面的探索还将继
续。这是A股市场成交额不断实现
突破的制度基础。
三是投资者信心显著增强。投
资者保护一直被监管层视为重中之
重的工作之一。代表人诉讼机制出
现在新证券法中则被看作是投资者
保护工作的里程碑。
在康美药业案中，独董被判连带
赔偿，是代表人诉讼制度施行以来的
首胜，
增强了A股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经过多年的淬炼，现在的A股市
场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很强实战能
力的投资者，并且实实在在地分享到

了股市成长的红利。
政策制度的保驾护航和投资理
念、技术日益成熟的投资者群体，共
同形成了A股市场成交额保持一定
规模的
“防火墙”。
除去上述市场因素，宏观政策环
境的暖风频吹也构成了刺激A股市
场成交额增加的重要基础。比如优
质房企接连获得融资突破，就直接刺
激了房企股的交投活跃度提升；年内
第二次降准释放的资金虽然有特定
指向，但对增强产业链韧性是有很大
帮助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就会
在A股市场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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