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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综合

投保基金报告：加强对高发违法行为打击力度

继续完善中小投资者受损补偿机制；加强对投资者保护法律法规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评价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近日，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

金公司发布了《

2016

年度中国资本

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白皮书》 系列

报告，首次系统全面公布对投资者

保护政策制定落实、自律组织投资

者保护，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公司、

公募基金等市场三类主体投资者

保护的评价结果。 相关数据和结

论，有望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

保护工作的标尺，是了解我国资本

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的重要参考

资料。

《白皮书》指出，

2016

年，证监

会继续推动证券期货行业法律法规

的制定和修订， 全年共出台部门规

章

7

件、规范性文件

35

件。同时，证

监会及证券行业相关单位围绕 《关

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

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全方位

推动投资者保护制度贯彻落实。 全

年度稽查执法成效也较为显著。 各

行业自律组织，积极发挥自律监管

职能，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

场秩序， 制定完善投资者保护具

体规则和措施， 根据投资者需要

开展投资者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强化风险防控， 积极应对投资者

诉求，开展多元纠纷调解工作，取

得良好成效。

今年的《白皮书》还首次公开了

对证券公司、 公募基金等两类市场

主体的评价结果。

在证券公司投资者保护状况

评价中，《白皮书》指出：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安全保障较好； 证券公

司交易系统总体安全性较高；客户

投诉处理解决情况较好；投资者对

证券公司风险提示服务满意度较

高；证券公司在传统业务风险控制

方面有较大提升；部分证券公司因

损害投资者财产安全问题被处罚；

证券公司信用产品及金融创新风

险控制得分下降； 投资者开户、转

户、 销户问题仍是投诉的主要原

因； 证券公司客服电话畅通情况

有所下降。

在公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者保护

状况评价中，《白皮书》指出：公募基

金管理人被投诉的数量下降明显，

处理客户投诉的及时性较强； 领导

层保持较高稳定性； 基金经理的稳

定性有所提高； 基金经理管理的权

益类基金数量需合理安排； 公募基

金经理的平均任职时间需要引起关

注； 公募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畅通

情况有所下降。

此外， 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状

况评价已经连续公布了

7

次。 今年

的《白皮书》指出，上市公司业绩预

披露的质量提高， 上市公司与投资

者互动进一步改善， 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情况进一步改善。不过，新上市

公司治理制度完备情况有待提高，

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现

象仍然比较突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

需进一步保障， 并连续第

3

年提出

董事、 高管诚信状况下降需引起重

视。此外，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电话联

系渠道也有待加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体

系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对投资者的保

护、监管部门对投资者的保护、自律组

织对投资者的保护、 专业机构对投资

者的保护、 各市场主体对投资者的保

护以及投资者的自我保护， 系列报告

真实反映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状况和

水平。

《白皮书》建议，完善资本市场投

资者保护， 还需进一步从严执行投保

法规政策， 加强对高发违法行为打击

力度；推进行政监管法治化，强化公共

执法机制； 继续完善中小投资者受损

补偿机制； 加强对投资者保护法律法

规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评价； 进一

步强化体制机制建设， 增强执法威慑

力； 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组织贴近市

场的优势； 以及进一步提高对各市场

经营主体的投资者保护要求。

我国原油期货上市倒计时 将促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3

月

26

日，原油期货将在上海

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

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证监会期货

部副主任程莘表示， 原油期货的上

市不仅可以为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积

累经验， 也会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

市场的对外开放。此外，我国上市原

油期货， 还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

多的中国市场机会和更加丰富的投

资选择， 将更好地服务我国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

石油是 “工业的血液”。

2017

年，中国的石油表观消费量达

6.1

亿吨，进口量

4.2

亿吨，对外依存

度近

70%

， 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

大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原油消费

国，形成了价值逾

6.5

万亿元的巨

大产业链和消费体系。 经过多年

的发展， 目前国际原油贸易普遍

采用期货价格作为计价基准。 近

年来国际油价波动剧烈， 亚太地

区原油期货价格缺失， 中国石油

产业链相关企业面临较大的风险

敞口， 经营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

增加。

程莘表示， 我国原油消费高度

依赖进口， 油价波动对企业经营产

生重要影响， 客观上存在利用期货

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实际需求。 我

国原油期货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

其价格体现的是进口原油的到岸

价， 能更方便国内涉油企业管理价

格波动风险。

对于产业链企业而言， 由于原

油的价格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我国

原油期货上市后， 通过境内外涉油

企业和投资者的广泛参与， 有望形

成一个公正可信的市场价格， 为产

业链企业提供价格参考。

程莘强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

后”。期货市场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

成部分，要发挥市场功能，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服务对外开放，必须有

全球投资者的参与。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副总经

理陆丰称， 我国原油期货总体方案

为“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

人民币计价结算”，报价为不含税的

净价，外汇可用作期货保证金。

原油期货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

和境外经纪机构参与交易， 境外投

资者参与交易共有五种模式： 一是

作为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直接参

与原油期货交易； 二是通过境外特

殊经纪参与者参与交易； 三是作为

境内期货公司会员的客户参与交

易； 四是通过境外中介机构委托境

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参与交易； 五是通

过境外中介机构委托期货公司会员参

与交易。 其中，后两种统称为“二级代

理模式”。

距离原油期货正式挂牌交易仅有

几天。陆丰透露，目前已经完成

6

次全

市场生产系统演练， 原油期货上市的

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他同时透

露，在上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还将举

行一次测试。

“我们将坚持‘高标准、稳起步’的

原则，加强风险控制，依法依规进行市

场监管，持续优化规则体系，加强跨境

监管合作，深化投资者教育与服务。 ”

程莘说。

第十三届中国基金业

明星基金奖评选揭晓

昨日， 证券时报第

13

届中国基金业明星基

金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本届“公司和团队

奖”以及“单只基金奖”的各个奖项花落各家。多数

获奖基金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亲自到会领奖。

过去的

3

年和

5

年时间， 资本市场出现剧

烈波动，系统风险与投资机遇交织，成长股和蓝

筹股风格大切换， 对基金管理人来说无疑是一

场巨大的考验。 而

2017

年股市猛刮蓝筹风，价

值投资成为市场主流，成长股则连续下跌，在这

种纷繁复杂的资本市场环境中， 获奖的基金公

司成功抓住结构性机会，为投资者在

2017

年以

及中长期带来了可观的投资回报。

经过严格评选，兴全基金、国泰基金和富国

基金凭借过去

5

年持续优异的表现获评本届

“五年持续回报明星基金公司”大奖，上海东方

证券资管等

5

家公司获评本届 “三年持续回报

明星基金公司”， 上海东方证券资管等

10

家公

司则获评“

2017

年度十大明星基金公司”，农银

汇理基金等

4

家公司获评“

2017

年度明星基金

公司成长奖”。

在年度单项投资团队评选中， 上海东方证

券资管等

3

家公司获评“

2017

年度股票投资明

星团队”，新华基金等

4

家公司获评“

2017

年度

固定收益投资明星团队”，广发基金等

3

家公司

则将“

2017

年度海外投资明星团队”收入囊中。

在单只基金评选中， 汇丰晋信大盘等多只

基金凭借过去

5

年的良好表现获评五年持续回

报明星基金， 安信价值精选等多只基金凭借过

去

3

年的良好表现获评三年持续回报明星基

金，广发沪港深新起点等多只基金凭借

2017

年

的良好综合表现获评

2017

年度明星基金。

据悉， 中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由证券时报

社主办，晨星资讯、上海证券和济安金信提供评

奖支持，是经监管部门核准的权威专业评奖，以

其专业品质在业内树立了广泛的口碑。 本届评

选一如既往重点考察基金和基金公司的中长期

表现，大幅减少短期评奖。 同时，在经历市场剧

烈分化的情况下， 明星奖评选也更加重视对基

金公司风险控制能力、 投资者真实回报和业绩

持续性的评价。 （刘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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