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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际” 新加坡开业 陆金所借狮城国际化
向拥有海外账户的个人提供理财产品；是新加坡首个纯线上财富管理平台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昨日， 陆金所国际 （
简称陆国
际）在新加坡开业，未来将面向拥有
海外账户的个人投资者提供理财产
品。陆金所控股总经理计葵生表示，
陆国际是陆金所国际化的第一步，
未来将和更多海外资产提供方合
作，服务于海外个人投资者。

服务有海外账户的个人
昨日，中国平安在新加坡宣布，
该集团旗下陆金所的国际业务平

—陆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 （
新
台——
加坡） 有限公司已获得新加坡金融
资本市
管理局（
MAS）原则性批准“
场服务牌照（
CMS）”，正式在新加坡
开业，并将于今年第三季度上线。
陆国际将面向拥有海外账户的
个人提供理财产品。“
拥有海外账户
的个人投资者” 是指在全球资本项
目开放的国家或地区开立过银行户
头的个人。目前，在亚洲拥有海外账
户的个人，是个千万级别的数字。
不少中国人的体验是： 面对五
花八门的海外理财产品， 什么也不
敢投；担心本币不够坚挺，但除了买

份保险外，不知道还有什么选择。这些
人将成为陆金所海外业务要寻找的第
一批客户。计葵生表示，陆金所先期将
会选择 3～4 个国际成熟产品在陆国
际上线，类型包括货币基金、风险等级
低的固收产品，分散的股权基金、ETF
等，期限在 6 个月、一年期不等，未来
不排除接入海外 p2p 平台。

纯线上交易平台
拿到新加坡业务牌照的陆国际，
其存在形态是一个 APP， 一个纯线上
的交易平台。这也意味着，不管投资者

实际居住在哪里， 只要拥有符合条件
的海外账户就可绑定陆国际，在 AAP
上可实现注册、开户、投资、托管、赎回
等操作， 简化了过去要去开户柜台办
理各项投资业务的流程。
虽简化了流程， 但风险控制一步
都不少。陆国际根据海外监管的要求，
了解你的产品）、KYC（
了解
对 KYP（
你的客户）系统进行改造，一方面对产
品进行穿透，根据波动性、复杂性等指
标进行打分；另一方面，对投资者进行
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和分级， 再将二
者实施匹配， 让合适的产品推荐到合
适的人。

海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并不
与个人资产挂钩， 投资者只要证明自
己具有相关的投资经验和投资能力即
可。 同时， 陆国际也需满足反洗钱、
CRS(税务信息交换)等要求。 用户注册
时， 陆金所的后台系统会对投资者进
行全球数据库比对，快速得出结果。
计葵生表示， 陆国际之所以选择
新加坡作为走出国际化的第一步，主
要是新加坡金管局对金融科技的重视
程度最高， 最有意愿试验纯线上的理
财平台。
据悉，陆国际的开业，也成为新加
坡首个纯线上的财富管理平台。

证券业发布“
2016年度脱贫攻坚成绩单” ：

79家券商帮扶131.5个国家级贫困县 18家公益性支出超500万
证券时报记者 吴海燕
证券行业 “
2016年度脱贫攻坚
成绩单”日前亮相。79家券商帮扶了
131.5个国家级贫困县，18家公益性
支出超500万，兴业证券、广发证券、
国元证券公益支持分别达2962万
元、1893万元和1779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为鼓励金
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券
商脱贫攻坚等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适
用于2017年分类评价结果，以中证协
公布排名为准，加分最高不超过1分。
据了解， 券商扶贫考核主要体
现为“
结对帮扶国家级贫困县个数、
服务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项目个数、 其他方式服务
贫困地区企业融资额、绿色债券（
含
资产证券化产品） 及创新创业公司
债已发行总额、公益性支出占比”等
五方面。
结对帮扶指标上， 去年共79家
券商结对帮扶了131.5家国家级贫
困县，其中，10家结对帮扶数量超过
3个。 华林证券帮扶6个国家级贫困

县，帮扶数量位居行业第一；国信证
券紧随其后， 帮扶5个国家级贫困
县；东北证券、光大证券、长城证券
各结对帮扶4个国家级贫困县；财富
证券、方正证券、华金证券、申万宏
源、长江证券等帮扶数量也超3个。
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向记者透
露，券商每结对帮扶1个国家级贫困
县，加0.1分，加分最高0.3分。 这意味
着，上述10家券商均可获0.3的加分。
从承销保荐贫困地区企业 IPO
项目指标看， 去年共 4 家券商完成
了服务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分别是财富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华龙证券、世纪
证券，项目数量均为1个。 对应的加
分规则是， 券商每承销保荐1个贫
困地区IPO项目，加0.5分。
此外，有50家券商通过其他方式
服务贫困地区企业融资。 统计显示，
融资额10亿元以上的券商共27家，其
中国信证券融资额位居首位， 高达
119.39亿元。 紧随其后的是国泰君
安、山西证券、东方证券，融资额分别
为46.18亿元、38.68亿元、38.60亿元。

去年共 18 家券商公益性支出超
过 500 万元， 兴业证券公益性支出总
额最高，达 2962 万元，紧随其后的广
发证券、 国元证券公益性支出分别达
1893 万元、1779 万元。
从公益性支出占比指标看， 华林
证券支出达1131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
重8.63%，位居榜首；国元证券、兴业证
券、南京证券紧随其后, 支出占比分
别为5.27%、3.90%、3.90%。
此外，共 13 家券商通过帮助发行
绿色债券及双创公司债方式帮扶贫困
地区企业。其中，中信建投两项目债券
已发行总额位居全行业第一， 高达
56.40亿元。 接下来的中金公司和中信
证券，总额均为30亿元。 中山证券排
名第四，达19.80亿元。

吴海燕/制表 彭春霞/制图

昆仑银行第三股东
将逾9亿挂牌清股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 中海集
团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全部昆仑
银行股权挂牌出清。 以昆仑银行目前注
册资本计算， 中海集团投资公司持股比
例为 3.738%，约合 3.85 亿股，为 该 行 第
三大股东。
作为中石油旗下金融板块的代表成
员，昆仑银行去年底刚刚完成近 30 亿股的
增资扩股， 注册资本由 73.81 亿元增至
102.88 亿元。 目前中油资本持昆仑银行
77.09%股权，为第一大股东。
截至 2016 年末，昆仑银行资产总额较
年初增长 1.01%至 2932.08 亿元，存款余额
1486.61 亿元， 贷款余额 1040.48 亿元；去
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 52.08 亿元， 同比下
滑 16.57%，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42 亿元，同比下滑 13.52%。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去年末，该行不良
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75.57%至 17.82 亿
元，不良贷款率则较年初上升 0.56 个百分
点至 1.71%，资产质量压力不容忽视。
若以昆仑银行去年末每股净资产 2.53
元/股进行估值，中海集团投资公司转让的
此部分股权价值约为 9.73 亿元，这也是年
初以来较为罕见的银行股权挂牌转让亿元
大单。
据证券时报记者查阅各产交所信息的
不完全统计， 今年仅有锦州银行 2 笔股权
挂牌转让金额超亿元， 其中锦州市财政局
于今年 4 月将其持有的 2.02%锦州银行股
权挂牌转让，挂牌价格逾 7 亿元。
此外， 中海集团投资公司在挂牌昆仑
银行股权的同时，也将其持有的 367.85 万
股广发银行股权挂牌转让。

浙商证券
上半年盈利5.27亿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汇丰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大陆家庭为子女海外教育平均花费9.8万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随着内地学生海外求学日趋常
态化， 海外深造的费用已成为中国
家庭日益关注的议题。 汇丰最新发
布的全球调查报告《
教育的价值：登
高望远》显示，受访的中国内地父母
预估其子女接受海外高等教育的平
均花费将达 9.8 万美元，其中，本科
阶段花费约 5.7 万美元， 研究生阶

段花费约 4.1 万美元。
此外，从全球看，中国大陆家庭
对子女教育经费的筹备最为重视：
超过五分之二（
43%）的受访父母已
通过特定的子女教育金计划为孩子
提供学费，该比例不仅在 15 个受访
市场中最高，同时，也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
21%）的两倍。
随着经济及教育的全球化，近
年来中国的出国留学规模稳步扩

大。 根据教育部数据，去年中国赴海
外留学人数超过 54 万， 继续保持增
长势头。 在此背景下，汇丰调查发现，
内地父母对子女获取更高学位尤为
支持：在考虑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受访
父母中，接近一半（
49%）希望子女攻
读研究生学位， 这比希望子女仅攻读
大学本科学位的父母比例高出 17 个
百分点。
另外，汇丰本次调查显示，从全球

范围看， 中国内地父母最愿意为子女
留学做出牺牲：绝大多数（
83%）表示
愿意资助子女留学的同时， 约三成
（
29%）的受访家长表示，为了储备子
女教育金已减少对自身长期储蓄或投
资的投入， 该比例在所有受访市场中
最高， 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十个百
分点。
除财务上的付出， 部分内地家长
还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做出让步：三

分之一的受访父母表示， 他们为子女
的教育放弃了自己的闲暇时间、 兴趣
爱好和度假计划。
最后，本次调查还有一个有意思
的发现：尽管内地父母为子女的教育
做出诸多付出， 他们依然不 确 定 是
否已为子女的未来做足准备，逾七成
（
72%）的受访家长担心自己还没有为
子女做到最好，该比例较全球平均水
平（
59%）高出 13 个百分点。

昨日晚间，刚刚在 A 股上市的浙商证
券发布业绩快报。 该公司上半年营收 20.6
亿元，同比下降 2.54%；上半年盈利 5.27 亿
元，同比微增 1.54%；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36%， 下降 0.64 个百分点； 每股收益为
0.18 元，同比增加 1.42%。
浙商证券称，今年上半年，沪深两市
交易金额同比下降 18.45%， 该公司经纪
业务收入下降，使得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 2.54%。 该公司加强内部管理，降本
增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 1.54%。
值得注意的是， 上半年该公司完成
IPO 新股发行，股本、所有者权益、每股净
资产均有较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