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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强化

公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寿险公司”）于 9月初拉开了本年度金

融知识普及月系列活动的帷幕。该公

司致力于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引导

金融消费者自觉抵制网络金融谣言和

金融负能量，有效防范非法金融风险，

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举办，活动口

号为“提升公众金融素养 促进国民金

融健康 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涵养良好

金融生态”，活动主体面向金融消费者

和投资者等重点人群，分层次开展针

对性金融知识普及，逐步增强金融消

费者风险防范技能，识别、远离非法金

融交易。

一直以来，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心怀

“国之大者”，积极履行央企担当，高度

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不断提升

金融保险知识教育宣传力度、广度和

深度，满足不同金融消费者的知识需

求。公司通过多种方式的教育宣传，

面向广大金融保险消费者持续普及金

融保险知识，传播理性金融消费理念，

着力打造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普及性、专业性、时代性”特色。

在现有的“线上+线下”网格化、常

态化金融知识教育宣传基础上，中国

人寿寿险公司立体化、多角度、分层

次、广覆盖、全方位开展集中性教育宣

传活动。公司重点区分金融保险消费

者容易混淆的金融保险知识，宣传普

及金融保险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深入

进行风险提示，倡导金融消费者科学

理财和理性消费，帮助金融消费者树

立金融风险意识，守住“钱袋子”。公

司还着重加大对老年群体、年轻群体、

新市民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宣传力

度，贴近社会公众需求，让人民群众

“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活动期间，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将

借助融媒体的综合传播优势，推出手

绘漫画、短视频、H5动画、小游戏等融

媒体宣传物料，大力开展正面宣传引

导，带动广大网民学金融、懂金融，提

升网络防护技能，营造“守信受益、诚

信无价”的正能量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寿寿险公

司各分支机构还将结合当地实际，

“量身打造”具有属地化特色的教育

宣传活动，确保内容丰富、形式新颖、

贴近消费者。公司将充分利用网点

分布广泛、服务队伍与销售队伍庞大

的优势，让金融知识触手可得，不断

提高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参与度和满

意度。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表示，将始终

秉持“诚实守信、专业高效、客户至上、

体验一流”的服务理念，将保护消费者

权益作为彰显公司政治性、人民性、专

业性的具体体现，把满足人民群众保

险需求、提升人民群众保险服务体验

作为公司的发展动力，推进公司高质

量发展。未来，公司将持续打造“简

捷、品质、温暖”的金融保险服务，携手

广大金融保险消费者共同描绘美好生

活画卷。 （CIS）

提升公众金融素养
国寿寿险启动2022金融知识普及月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彭 妍

近日，广州明确发文鼓励推广二手房“带押
过户”模式。除广州之外，二手房“带押过户”已
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据《证券日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无锡、南京、苏州、济南、
昆明、深圳、珠海、福州等地推行二手房“带押过
户”模式。

记者从上述几个城市的银行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对于“带押过户”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应用的
还不多。目前除各地不动产登记中心与部分银行
合作推进的案例外，大范围的政策执行尚未全面
落地。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带押过户”模式的确可以
降低购房成本，从短期来看，这种模式会激活二手房
市场，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否会变相增加其他方面
的交易成本还有待考量。同时，对于市场交易量和
房价的影响会有多大也有待观察。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近日向辖内各中
心支行及银行机构印发《关于鼓励推广二手房“带押
过户”模式有关事宜的通知》（下称《通知》）。所谓

“带押过户”，即存在抵押的房产要上市交易的，无需
先行还贷或垫付，即可实现抵押变更、转移登记及新
抵押设立。在此之前，传统模式的二手房交易活动
要求卖方（原房主）必须先解除房屋的原抵押才能办
理后续的过户。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部分城市已有成交的
案例。例如，近日，无锡市的两位市民顺利以“带押
过户”的方式，在无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好二手房
转移登记，成为无锡市区首例个人业务“带押过户”
的受益者。

不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带押过户”这
一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还并未大范围推广。例如，
在最早推出该政策的济南，当地部分银行支行网
点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目前，“带押过户”已经
可以操作，不过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很少，还没有
客户来网点办理。一方面，很多客户对这一模式
并不了解；另一方面，“带押过户”是收费项目，需
要公证处介入，而公证是需要收费的。整体来看，
客户的需求不高。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部分地区的“带押过
户”并未全面实施，银行尚未接到新的政策通知。因
为政策推行有一定难度，需要不动产登记中心与金
融机构、资金提存机构等系统进一步加强沟通。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马佳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
不动产交易市场整体遇冷。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
相较于往年同期而言明显偏冷，广大购房群众的
购买意愿出现明显下降。二是银行作为“带押过
户”重要环节之一，对推动这一模式缺少动力。银
行难以从中获得额外利润，又要承担二手房买方
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层面的风险以及额外支出成
本。三是部分房产在办理购房抵押贷款时已经约
定“不得转让”，使得部分房产无法参与到“带押过
户”政策中。

马佳表示，对于二手房买卖双方来说，“带押过
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相应配套政策措施
也为交易主体提供更多便利，对于有意愿买卖二手
房的市场主体而言属于利好消息，能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二手房买卖进一步繁荣。

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兆全建议，为保
障银行权益，银行在带押过户业务中避免放贷金额
大于房屋实际价值，以最大限度保障自己的贷款利
益。二抵银行可以与买卖双方、一抵银行签署四方
协议，保障二抵银行合法权益。“带押过户”模式需要
设立资金监管账户、引入公证提存制度。在交易未
完成之前，所有资金进入公证提存账户等监管账户，
确保资金安全。

在马佳看来，落实“带押过户”政策，需要面对二
手房买方还款意愿和能力的风险。对于银行而言，

“带押过户”意味着借款清偿主体发生变更，由二手
房卖方变更为买方。尽管银行作为抵押权人仍享有
对该房屋的抵押权，但是二手房买方的还款能力是
否和卖方持平，该笔购房贷款所涉及的潜在风险会
不会升高，均需要银行加以甄别。

多地推行二手房“带押过户”
对交易量和房价影响尚待观察

本报记者 周尚伃

当前，券商正进一步加强研究
对核心业务的推动和支持，而“研究
力”也已成为券商核心竞争力之一。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近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中
证协”）组织开展对 2021年证券公
司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经营情
况统计，主要涉及券商研究部门设
置和人员组成、分析师人员构成、
研究销售部门设置和人员组成等
九大部分，并要求券商在 9月 29日
前将相关数据报送中证协。

细分来看，报送数据还包括研
究报告质量审核、合规审查人员数
量及占比，分析师执业年限、离职
率，公募基金公司、QFII、RQFII 机
构客户数及佣金收入等。

针对中证协摸底券商研究业
务情况，市场初期存在过度解读，
认为将出台规范措施。《证券日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其表
示，“上述经营情况统计属于每年
常规报送。”中证协在通知中提到，
对研究报告业务经营情况进行统
计，是为了客观反映证券公司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业务开展情况，促进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健康发展。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今
年 以 来 ，82 家 券 商 已 累 计 发 布
14.45万份研究报告，覆盖2865家A
股上市公司。

各家券商研究所的分析师们
也是相当“高产”。今年以来，截至
9月15日，中金公司已发布7552份
研究报告，暂列第一，日均产出超
29份报告；中信证券紧随其后，已

发布研究报告数量达6964份；天风
证券暂列第三，发布研究报告数量
为4594份。分析师中，中信证券的
明明发布研究报告达 877份，暂列
第一；东莞证券的费小平紧随其
后，为584份；川财证券的孙灿暂列
第三，发布研究报告550份。

随着研究业务的发展，券商分
析师队伍也不断壮大，服务机构客
户数量进一步增加，而公募基金依
旧是券商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服务的主要对象。

截至2021年末，全行业分析师
数量为3429人，全年实现基金分仓
佣金收入 222.5亿元；截至 2022年
上半年末，全行业分析师数量增至
3547人，上半年实现基金分仓佣金
收入93.79亿元。

截至目前，国内券商分析师总

数已增至 3786 人。然而在超 35
万人的证券从业人员中，券商分
析师人数占比仅为约 1%，在行业
以研究能力为核心，驱动综合业
务发展的模式下，券商研究人才
依旧紧缺。

随着机构化趋势不断强化，机
构客户需求日益增加，券商服务机
构客户的数量持续增加，自身的服
务能力也在不断加强。某上市券
商今年在其机构客户数字服务平
台正式发布数字化、智能化研究服
务新版本，为投资者提供配套的数
据分析和研究工具，提升客户服务
的时效性和数字化程度。

近年来，券商在推进研究业务
的发展中也是问题频出，部分券商
研究报告质量控制和合规审查环
节管控薄弱。一直以来，中证协要

求进一步加强研究业务管理，健全
相关工作流程，配备充足的质量控
制和合规审查人员，明确工作职
责，加强研究报告质量控制。

据 2020 年最新数据统计，95
家证券公司研究报告质量审核
人员占研究部门人数为 3.72%，
合规审查人员占研究部门人数
为 2.94%，研究报告质量控制和
合规审查人员人数占比偏低，将
影响研究报告质量控制和合规
审查效果。

中证协党委书记、会长安青松
表示，证券行业机构需要不断加强
能力建设、强化责任要求；一是提
升发行定价能力，规范提供投价报
告行为；二是加强分析师、投资顾
问队伍建设，构建从业人员专业声
誉激励约束机制。

中证协摸底券商“研究力”
业内人士：属于常规年度报送
今年以来，82家券商累计发布14.45万份研究报告，覆盖2865家A股公司

本报记者 余俊毅

近日，赛力斯发布参与投资股
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显示，赛力斯将参与投资“重
庆渝新创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募集认
缴出资总额为55254.9179万元。

这只是近年来上市公司积极
参与设立私募基金的一个案例。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截至 9月 21日，年内已有超 40
家上市公司设立或参股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其中，有多家公司参与
设立的私募基金拟定资金规模或
首期募集金额均逾亿元，参与公司
包括明德生物、恒瑞医药、兆易创
新等。

公告显示，赛力斯参与投资的
上述基金，主要对新能源产业链上
下游优质标的企业，尤其是新能源
(智能网联)汽车、氢能、储能等重
点领域在内的成长期、成熟期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投资运作方式为
封闭式运作。

同日，广和通也发布公告表
示，为满足整体战略发展需要，
其全资子公司与其他三家公司
共同投资成立深圳市高新投广
和通物联网产业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
规模为 1 亿元，各合伙人实缴资
本均已到位。

参与设立私募基金
公司“各有所图”

记者梳理发现，上市公司参与

设立私募基金有多种考量。
具体来看，有的公司是为了提

高公司的资金盈利能力，挖掘潜在
投资机会；也有公司是为了支持其
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借此作为桥梁
拓展新业务。

同时，还有公司围绕其产业链
进行提前布局，充分利用专业投资
机构在相关领域的项目资源、产业
生态和投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产业整合能力和
综合竞争力。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投资和并
购是企业参与产业发展的一种重
要方式，尤其在一些产业创新活
跃的领域，比如生物医药、智能医
疗、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投资和
并购甚至成为大型企业获取产
业机会的主要方式。对于一些
规模较大行业的上市领军企业
来说，充沛的资金实力和产业深
度的布局，为其进行产业投资并
购提供基础，有些上市公司采取
直接并购的方式，还有一些通过
与专业的 VC/PE 管理人合作，以
LP 的方式参与设立私募基金进
行投资并购。

对于上市公司参与发起成立
私募基金较为积极的原因，IPG中
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一方面是因为可以通
过私募基金获得投资收益与管理
费收益，另一方面是可以以私募基
金参与自身产业链与供应链上具
有成长性企业的投资，促进这些企
业发展的同时强化自身的产业链
与供应链，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市公司参与投资
需有风险意识

虽然参与设立私募基金对上
市公司来说有一定优势，但是其
中也存在一些风险不可小觑。
于百程认为，近两年不少领域的
创业公司估值大幅下调，私募股
权基金退出难、净值亏损并不少
见。上市公司参与设立私募基
金，要有风险意识，对自身的资

金实力和可用期限，参与哪种类
型的私募基金 ，基金管理人专
业性如何以及对于自身业务的
协同性等，都要做综合评估和
判断。

在柏文喜看来，参与设立私募
不仅面临着上市公司无法承担基
金管理人的无限责任问题，还面临
着投资过度集中于自身产业链所
可能引发的风险共振与同频问
题。因此，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风险隔离，以及投资布局的适度分
散，是上市公司设立私募基金必须

加以考量的。
对于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上

市公司参与设立私募基金，全联并
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
勇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设立私
募基金存在一定的门槛，另外与专
业的基金相比，上市公司也存在一
些弱点，如资金规模限制、专业人
才缺失等问题。且当下经济环境
受多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波动，企
业的盈余资金也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因此未来设立私募基金的企
业未必会持续增多。

年内超40家上市公司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专家称防范风险意识与综合评估不可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