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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清理整顿地方交易场所
“
回头看”行动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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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底至今，地方交易场

原油、铜，最低 5 元起交易，“
T+0”

所已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清理整

22 小时交易。

顿。 今年开启的第三轮交易场所清
理整顿工作中，尽管“
6·30”“9·30”

第三方企业信息平台天眼查显
示，金手指金融法人为赵继刚，其同

大限均已过去，公布清理整顿验收

时为沿海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目前公布清理整顿验收结果的省
份屈指可数。

称
“
太湖商品”）。 记者从招商人士
处了解到， 太湖商品目前仍采取

盘业务后， 紧接着上线宣纸商城，
宣称
“
玩转期现结合”。

结果的省份屈指可数。
江苏地区交易场所名录显示，

司法人兼执行董事。 2017 年 4 月 7
日， 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对利

不过，交易场所招商推广信息
已越来越多地见诸公开市场，如江
苏太湖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以下简

T+0 双向交易模式，“客户不用必
须交收，跟之前的农产品盘子没什
么区别”。 此外，交易中心关停其微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联系江苏
省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明
确表示，清理整顿工作还在推进中。

江苏地区交易所总量为 70 家，居全
国第 4 位。 其中，现货类交易所 37

用现货交易平台为诱饵， 涉案金额
特别巨大的诈骗案件作出决定，依

家，权益类 33 家。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江苏

法对涉嫌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赵继
刚、严军等人批准逮捕。

省金融办资本市场处，对于太湖商
品是否通过验收的疑问，交易场所

据了解，太湖商品自 3 月 13 日
起，微盘业务停止经营活动。 不过，

审批及监管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全省清理整顿工作还没有结束，包
括太湖商品也在当中。 同时他也表

太湖商品其他业务似乎未受影响。
T+0” 双向交易的预售
截至目前，“
交易板块， 新合约挂牌上市未曾中

示，太湖商品的设立有相关批文。
《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江苏省

断。交易系统显示，最新上市的合约
有 瓦 楞 原 纸 CM1806、 黄 皮 洋 葱

招商人士称双向“
T+0”

太湖商品交易中心股权结构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T+0 双向交易”。 该平台有纸浆、

显示， 太湖商品成立于 2009 年 9
月，法人为高仰忠，注册资本 3000

纸张、农产品等预售产品，其手机
APP 上 显 示 的 品 种 包 括 瓦 楞 原

万元。 其股东为高仰忠、高洁、张爱
英、江苏太湖国际包装印刷城有限

纸、A4 静电复印纸、莲藕、灰底白
板纸、黄皮洋葱、漂白竹浆等。

公司、无锡市凯撒工程材料有限公
司和江苏章兴金手指金融信息服

上述招商人士表示， 交易商
可做多做空，交易所要求 20%保证

务有限公司。 成立之初，其公司名

金，仓单可持有、转让和交割。 交

“江苏太湖国际纸浆电子交易
称为
中心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更名
为
“
江苏太湖国际商品合约交易中

易时间为“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30，晚上 19:00-21:00”。
根据官网， 交收月份第一个

心有限公司”。 而仅仅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又再次更名为“江苏太湖
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据了解，“商品合约交易”是
指以商品标准化合约为标的物，

交易日保证金提高至 50%，第六个
交易日 100%。但是，记者咨询开户
时被告知，在保证金提高前，应该
转让旧订单， 设立新订单，“连续
合约模式对客户来说好做”。

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集合竞价
买卖统一成交、转让、结算，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系统并没
有出现传统的“建仓”“平仓”“看

行情实时显示的交易方式。
然而， 记者从相关招商人士

涨”
“
看跌”等形式。“
在交易系统直
接下单，订立转让，即做多做空。 ”

处了解到， 目前太湖商品仍采取

该招商人士向记者指出，“客户不

江苏太湖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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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限公司

无锡市凯撒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金手指金融法人为赵继刚，其同时为沿海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法人兼执行
董事。 2017 年 4 月 7 日，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对利用现货交易平台为诱饵，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诈骗案件作出决定， 依法对涉嫌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赵继
刚、严军等人批准逮捕。
据公开资料整理

是必须交收，跟之前的农产品盘子

量明显不匹配的交易商、 会员单

没什么区别”。 但是，37 号及 38 号
文规定了“
T+5”的交易机制并对
交易人数等做出明确限制。
此外，记者通过官网发现，今

位， 将采取限制订立下单等措施；
对于涉及恶意刷单、代客刷单等行
为的，将根据相关规定采取进一步
措施。 此后的 7 月和 9 月，太湖商

年 1 月份，太湖商品曾发布《关于
对预售违规交易加强监管的通
知》，明确对于交易批数与资金总

品两次共取消近 300 家商品预售
会员单位的资质，有理由相信这可
能是“
进一步措施”。

汉唐艺交所珠宝交易中心运营方被查
本报记者 陈齐乐 上海报道

晓枫分别因“涉嫌诈骗”及“涉嫌

近日，多位投资人向《中国经
营报》记者反映，北京汉唐艺术品
交 易 所（下 称“汉 唐 艺 交 所 ”）艺
术珠宝交易中心实际运营方汉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被吉林省长
春市及福建省厦门市警方立案调
查。 在过去一年中，廖晓枫通过互
联网平台发售了多种“ 莹玉”产
品，从各级代理、经销商与投资人

唐 集 韵 艺 术（北 京）有 限 责 任 公
司（下 称“汉 唐 集 韵 ”）董 事 长 廖

个案件正式立案侦查了。 目前，
廖晓枫的房产、车辆和银行账户
已经被冻结查封，他本人也被限
制离开厦门。 这个案件涉及的人
员比较多，金额也比较大。 下一

该单位一位警官向记者作出如
上表示，同时他拒绝透露案情的
具体进展。
记者就上述情况致电汉唐艺
交所，该公司表示将有“
外宣同事”

中募集数亿元资金。
“9 月 22 日时我们已经对这

步我们会联合各地警方进行取
证，统计相关涉案人员情况。 ”记
者以投资人身份致电厦门经侦，

与记者取得联系，但截至本文刊发
时，未有汉唐艺交所的工作人员联
系记者。

公开工商资料显示，廖晓枫共
参股 11 家企业，涉足汽车贸易、房
地产开发， 并在辽宁拥有玉石矿
脉。 据投资人提供的名片，其主要

唐集韵及蟠桃会运作其“ 莹玉”
交易品种。
汉唐艺交所与汉唐集韵主要面
向艺交所投资人发售产品。 微信公

多层次的艺术珠宝互联网金融服务
体系……瑶池集庆作为拥有丰富矿
脉资源和产业资源的知名企业，同
时也是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前实际已上线产品仅有“ 莹玉”
与
“水墨情怀”。 其中，“ 莹玉”产
品价格自 3000 至 43800 元不等；
“水墨情怀”价格则普遍较高，在 3

头衔为福建瑶池集庆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瑶池集庆”）董事长及“中
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 同时，其还兼任汉唐集韵董事

众号“
汉唐艺术珠宝交易中心”（微
信号：HTYSZB）显示，其账号主体
为
“
汉唐集韵艺术（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 而据汉唐艺交所官网介绍：

的常务理事单位， 将与汉唐艺术珠
宝事业部进行一揽子的品牌和资源
合作， 并为汉唐艺术珠宝交易中心
提供一系列高端珠宝玉石产品。 ”

万至 4 万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唐艺交
所方面并未披露艺术珠宝交易中
心的实际运营方，仅称其与“瑶池

长与福建蟠桃会有限公司 （下称
“
蟠桃会”）的高管职务。 投资人称，

“
2016 年 12 月，汉唐设立艺术珠宝
板块， 组建汉唐艺术珠宝事业部，

蟠桃会则独立于上述体系外，
其通过 APP“蟠桃会”直接面向公

集庆达成战略合作”； 艺术珠宝交
易中心也未曾公布经纪会员名录；

蟠桃会法人兼总经理刘乾与廖晓
枫关系密切。

并与珠宝玉石知名企业‘瑶池集
庆’ 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开市场销售各类玉石产品。 该
APP 显示，除“ 莹玉”外，蟠桃会

但该中心上线交易品种全部为蟠
桃会已有产品。 其分别是“ 莹玉

过去一年中，廖晓枫主要依托
汉唐艺交所艺术珠宝交易中心、汉

双方携手筹备岫岩玉类产品上线，
打造艺术珠宝在线交易平台， 构建

还计有
“
河磨玉”
“镶嵌珍品”
“水墨
情怀”“名家臻品”4 大种类。 但目

逍遥佛”“ 莹玉金枝玉叶”与“宝
宝佛”。

浙江投资人谢先生告诉记者，

品。 仅仅不到 2 个月的时间里，即

跌至 4800 元； 莹玉金枝玉叶价格

购政策有关。 谢先生向记者展示了

他于 2016 年底接触到汉唐艺交所
艺术珠宝交易中心。2017 年 3 月 13
日、3 月 28 日及 4 月 13 日，瑶池集
庆通过汉唐艺交所发售上述 3 款产

2017 年 5 月初，上述三个交易品种
同时发生暴跌。 其中，
“
宝宝佛”价格
从最高位 7100 元连续下跌至 3000
元； 莹玉逍遥佛价格从 7000 元下

从 5720 元下跌至 3000 元。
而上述 3 个交易品种之所以
在触及 3000 元后停止下跌， 主要
还与瑶池集庆出台了一个兜底回

一份名为签发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的《致蟠桃会全国经销商公告》的
文件。该公告称：
“
公司承担 2017 年
3 月 13 日上线以来经销商代理商

战略合作

承诺补损无下文

IT 研发再升级
博时基金携手微软共筑科技金融新篇章
近日，Microsoft Tech Summit

从 2016 年到 2017 年， 博时

实践，可更有弹性地适用于云结算

2017（微软技术暨生态大会）在北

与微软合作， 建立起敏捷研发体

的架构，而 DevOps 使得这些新技

京盛大开幕，博时基金受邀参加了

系，再由敏捷为基础，进一步推进

术的应用更为顺畅。在跟微软的合

此次会议，博时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整个研发团队的 DevOops 转型。

作过程中，微软的新技术可以更加

车宏原在主题演讲中的分享环节

DevOps 关注的是企业的整体交

丰富博时新一代技术架构 BOFA，

和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博时跟微

付能力和效率，它基于敏捷，进一

比如像微软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博

软合作，一年多来经历了由敏捷到

步精益思想，同时承认研发、运维、

时来说非常有吸引力。通过研发转

DevOops 的转型，提升了博时基金

基础设施、质量等团队在工作模式

型，博时基金建立了大型开发团队

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核心竞争力。

上的不同，试图帮助不同的团队找

管理能力、大型复杂系统及产品化

到一种既可以高效协作，又适合自

系统开发能力，推动了一批新一代
业务系统建设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博时基金业务高速发

2017.11.13

清整期间频展业

招商者称双向“T+0”
太湖商品交易中心展业蹊跷
本报实习记者 陈嘉玲

611982852@qq.com

展，资产管理规模从 2014 年不到

己团队的协同模式。博时基金从敏

2000 亿元，增长到现在的 7000 多

捷到 DevOps， 研发转型逐步深

多年来， 博时基金一直将 IT

亿元。 基金行业处在互联网金融

入，建立从需求到运维端到端协作

作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金融科技大潮的核心， 博时基

能力，更深层次地从整体的角度来

在行业内率先实现 IT 自主研发

金在这些领域也都有了很多布

提升了公司 IT 的效率和能力。

能力，逐步形成了“业务 IT 化、IT

局。 互联网金融，催生了一批基金

车宏原表示， 博时基金科技

业务化” 的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

创新业务， 给基金甚至整个金融

与业务深度融合的 IT 文化和先进

的 IT 文化。 在朝向综合型、全能

行业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颠

高效的 DevOps 体系构成 IT 规划

型的资产管理机构迈进的进程

覆。 金融科技背景下，基金行业在

框架的重要基石，在新技术应用方

中，IT 扮演了“以科技推动业务创

大数据指数投资、智能客服、智能

面， 博时基金新一代技术架构

新”的重要角色。 2016 年，博时基

投顾等领域开展了创新业务探

BOFA 构成 IT 规划框架的重要支

金获深交所新一代交易系统建设

索。 在业务高速发展和新技术背

柱之一。 基于 SOA 架构和开源技

先行者、 突出贡献单位殊荣，同

景下，博时基金对 IT 自主研发能

术，围绕“解耦合”的思想，新一代

时， 博时基金信息技术部车宏原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技术架构在微服务、Docker 上的

等三位同事被授予突出贡献奖。

交易盘的全部损失……公司按
照 3300 元每个资产包回购现有
交易盘资产包……公司从 2017
年 7 月份开始，每月向亏损经销
商代理商补给核定亏损额六分
之一的款项。 在 2017 年 12 月底
前全部补发完毕。 ”
然而， 上述补损协议却在
执行仅一期后突然中止。 瑶池
集庆一位代理人士告诉记者，
该公司仅在 2017 年 8 月份对部
分经销商代理商进行了一定数
额的损失赔付。 2017 年 8 月底，
瑶池集庆发布公告称公司资金
链紧张， 无法赔付所有经销商
代理商的损失， 转而提出其他

人民政府网查询得知，2013 年 5 月，

HPYC1806 和漂白竹浆 BBP1806。

在苏政办发 〔2013〕74 号文件中，48

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 太湖国际又

家交易场所通过验收， 江苏太湖国
际纸浆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予

上线了太湖宣纸商城。
此外， 由太湖商品投资组建的

以保留的商品类交易场所之一。 今
年年初央行下发的 《违规交易场所

造纸行业门户网站中国浆纸， 其官
方微信发布了“
江苏太湖国际商品

及未通过验收地区交易场所名单》，
太湖商品也不在名单内。

交易中心招募令”的海报，其中文案
提到“太湖国际商品诚邀浆圈各路

清理整顿工作开展的同时，太
湖商品展业动作不断。 前文提到的
股东“江苏章兴金手指金融信息服

英雄一起玩转期现结合”。
记者就太湖商品的交易模式、
展业情况致电该公司， 一位邵姓女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手指金
融”）系 2016 年 5 月引入。 随后，双

士表示将采访需求转达领导， 请记
者等待联系。 记者将采访提纲发到

方达成战略合作，开展太湖微盘业
务。 该业务主要交易品种为白银、

指定邮箱并确认收到， 但截至本文
刊发时，该公司一直未作出回复。

昆仑信托违规
向房企“输血” 遭处罚
本报记者 崔文官 成都报道

今年初，*ST 济柴（000617.SZ）
实际控制人中石油集团将其持有的
金融业务资产无偿划转至其全资子
公司中油资本持有， 并以划入上述
金融业务资产的中油资本 100%股
权为重组的置入资产。 置入资产的
交易价格为 755.1 亿元。
此次重组过后，*ST 济柴也由
连年亏损的内燃机制造商摇身成为
中石油的金控平台。 中油资本变身
拥有银行、信托、保险、证券、财务公
司、金融租赁、保险经纪等 7 张牌照

的金控平台，成为 A 股金融牌照最
多的公司。 而昆仑信托也借助此次
重组实现了曲线上市，重组完成后，
中油资本也对昆仑信托实现了大幅
增资， 但是背靠中油资本曲线上市
的昆仑信目前的发展情况并未因此
走上“快车道”。
日前， 宁波银监局网站公布对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行政处罚
信息，因
“
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
放流动资金信托贷款”，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四十六条， 昆仑信托被宁波银监局
罚款人民币 20 万元。

被罚 20 万元
据日前宁波银监局公布的行政

后， 第一家因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

处罚信息公开表 （昆仑信托有限责

业发放流动资金信托贷款而被罚的

任公司）显示，此次作出处罚决定主
要违法违规事由显示， 昆仑信托是
因为“
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
流动资金信托贷款”。
昆仑信托此次被处罚， 与房地
产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规模的回升
有关。 房地产信托业务一直都是信

信托公司，处罚金额为 20 万元。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其
他融资渠道受到限制， 信托公司成
为房地产商拿地融资的重要渠道。
信托公司为了向房地产公司发放
‘开发贷’，通常会以‘明股实债’、假
借给房企其他主营业务发放流动资

托公司利润来源的重要源头， 不过
早在 2008 年银监会下发“
265 号
文” 之后，“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

金贷款等方式来躲避监管。 ”
此前有媒体分析指出：
“
要找到
这类业务的违规证据其实不难，但这

流动资金信托贷款” 行为已被列入
禁止业务范畴。
据西南地区一位信托业内人士
透露：
“
2016 年以来， 监管部门一直
都在推动金融去杠杆， 信托公司的
房地产信托业务曾遇到过短暂的收
缩，2016 年甚至出现一定的下滑，不
过这种局面在今年开始出现变化，
尤其二季度房地产信托的规模出现
了明显的回升， 引发了监管部门的
警觉，银监会下发《2017 年信托公司
现场检查要点》等多个文件，重点检
查信托资金违规拿地业务。 ”
昆仑信托成为这轮现场检查

么多年因此被罚的信托公司不多，一
方面是信托公司经营愈加合规；另一
方面与各地监管尺度差异较大有关，
昆仑信托此番受罚，很可能是被人举
报。 虽然罚款金额并不多，但公司的
名誉及未来相关业务资质的申请可
能会受到影响。 ”
对此记者致电昆仑信托及昆仑信
托母公司中油资本采访相关事宜，但
昆仑信托座机一直无人接听。 而中油
资本相关人士则告诉《中国经营报》
记者：
“
采访函已经收到， 会转达相关
各方（包括昆仑信托），根据情况回复。”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上半年营收净利缩水
昆仑信托的这方罚单， 也是其

抵御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帮助

的解决方案。 瑶池集庆提供的
解决方案有二：一是代理商、经
销商与某瑶池集庆有合作的
“返利平台”订立协议，逐步收
回损失；二是代理商、经销商、
进行提货，弥补损失。 上述方案
遭到了部分代理商与经销商的
抵制。
上述代理人士及多位投资

“上市”以来的首张罚单，今年初，昆
仑信托借助中油资本借壳 *ST 济
柴成功实现了曲线上市， 中油资本
作为巨无霸中石油集团的金控平台
有着明显的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
中油资本公告显示， 借壳上市
后中油资本分别对昆仑信托、昆仑融
资租赁和昆仑银行完成增资 59 亿
元、12 亿元和 58 亿元。 其中昆仑信
托凭借此次增资，注册资本直接增至

信托公司开展创新业务、提升声誉，另
外增资对公司评级方面也有利好。
即使背靠中油资本大树并且实
现大幅增资，昆仑信托却并未因此走
上发展的快车道。翻阅昆仑信托近几
年财务报告可知， 昆仑信托 2015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4.77 亿元， 净利润
9.05 亿元，进入 2016 年，营收与净利
大幅下滑。而到了 2017 年上半，昆仑
信托资产规模半年之间由 64 亿元增

人告诉记者， 长春警方也对瑶
池集庆展开了侦查， 并批捕了
一位当地的
“
市级代理”。 然而，
记者多次拨打他们提供的经侦
电话均无人接听。 因此这一消
息尚未得到确认。

102.27 亿元，把注册资本原本排名第
三的中信信托挤到第四。实际上此前
华融信托、光大信托、建信信托等公
司的增资事项也在推进中。
在分析人士看来，增资一方面有
助于提高信托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和

至 124 亿元，注册资本规模也居于行
业前列。 然而，昆仑信托今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仅为 3.1 亿元和
2.6 亿元，相较于去年全年的 11.9 亿
元和 7.3 亿元，上半年营收完成情况
尚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