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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蜕变：亟待 2018 年回归实体
本报实习记者 陈嘉玲

工作，2018 年 3 月又是一个时间节

外汇交易、外盘现货、国际期货等备

被监管层全盘否定后，新的业务模

记者 汪洋 广州报道

点，届时同类交易场所的整合工作将
备受关注。

受争议领域，此外，也包括一些与交
易无关的行业，如直播、游戏、零售

式如何创新才能不触碰红线？
2018 年， 延续清理整顿工作之外，

在清理整顿大环境下，监管
“
鞭
子”落下的同时，交易场所开始谋求

电商等。
各类交易场所的转型和发展

现货行业亟待回归实体。 实体是金
融的根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

转型。 不过，其转型方向依旧集中在

方向到底在哪里？ 在原有模式几乎

立业之本。

2017 年年初启动的清理整顿
“
回头看”工作，已有一定成效。 但是，
至今仍有大部分省市没有完成验收

风暴：清理整顿“回头看”
2017 年的清理整顿被认为是“史上最严”。 清理和净化交易市场，正本清源，遏制投机之风。
清理整顿，仍是地方交易场所
的主旋律之一。

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
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国

所 1131 家，违规交易场所共有 300
家，约占交易场所总数量的 27%。从

浙江省 8 家；海南省 6 家；四川省 12
家；内蒙古 1 家；深圳 1 家。

2017 年 1 月 9 日，清理整顿各

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

区域来看，违规交易场所数量最多

另据
“
交易所之家”统计，目前已

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
称“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在北京

易 场 所 的 实 施 意 见 》（国 办 发
〔2012〕37 号）。

的分别是大连 （39 家）、 河北（29
家）、宁夏（16 家）、北京（14 家）、江

有 18 个省市公布总计 338 家黑名
单，其中 80%以上为经纪会员单位。

召开，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主持
会议。 第三轮交易场所清理整顿

2017 年的清理整顿被认为是
“
史上最严”。 清理和净化交易市场，

苏（13 家）。
从类别来看， 开展邮币卡、贵

尽管“6·30”大限、“9·30”大限
都已过去，当前交易场所清理整顿

“回头看”工作自此拉开。
会议要求，针对近一个时期部

正本清源，遏制投机之风。 行业资深
人士、 交易所之家创始人钟帮武分

金属、原油交易的交易场所违规比
率较高。 邮币卡高达 85%（45 家违

仍是进行时，2018 年将上演续集。
根据清整联办 2017 年 3 月 17 日

清理整顿“
回头看”工作白名单
山东省（31 家）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农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休斯顿石油装备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石油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山东广丰橡胶轮胎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省能源环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东营新华福岛能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东亚畜牧现货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济南产权交易中心

国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威海国际海洋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黄河三角洲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日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临沂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

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山东潍坊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寿光果菜品种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海倍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分交易场所违规行为死灰复燃、违
法违规手法花样百出、问题和风险

析，相比前两轮清理整顿，
“回头看”
有三个特点： 首次官方发布交易场

规），贵金属高达 85%（76 家违规），
原油为 59%（35 家违规），其中同时

下发的《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
易场所“回头看”前期阶段有关工

隐患依然较大等问题，部署开展一
次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回头看”活

所摸底数据， 对全国各省市具体情
况进行了详细摸底和调研； 首次提

作的通知》， 省级人民政府要推动
交易场所按类别有序整合，原则上

动，用半年时间集中整治，解决交

及各省市按类别分类整合； 首次采

开展贵金属和原油交易的高达 87%
（20 家违规）。
不过， 随着清理整顿工作的推

易场所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

用
“
白名单”
“
黑名单”制度。
2017 年 1 月份，媒体曝光了清

进，一些省市祭出了
“黑名单”
“白名
单”。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截

合为一家交易场所。
不过， 从目前公布的名单来

贵州中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贵州茶资源交易中心

贵州黔中生态茶交易中心

贵州酱香酒交易中心

不过，目前我国尚未出台针对
场外现货交易平台监管的法律法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
议第三会议的会议手册内容。 其

至目前，全国共有 11 个省市 111 家
交易场所通过验收。其中，山东省 31

看， 多数省份的验收“白名单”难
产，整合方案更未明确。 业内人士

中航南方煤炭交易中心

规。“回头看”依据的仍是第一轮清

中， 交易场所摸底统计数据显示，

家；河南省 17 家；贵州省 5 家；甘肃

分析，股权分配和业务转型是整合

理整顿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清理整

全国 36 个省（区、市）共设有交易场

省 3 家；陕西省 21 家；江西省 6 家；

的主要难点。

潍坊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菏泽市兴菏国有产权交易有限责任公司

一个类别一家，于 2018 年 3 月前整

贵州省（5 家）

甘肃省（3 家）
甘肃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破题：“治本”需要长效监督机制

甘肃省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清理整顿“
回头看”要求，省级政府应切实负起清理整顿和属地监管的职责，用半年时间进行集中清理。
一直以来，交易场所存在监管
主体缺位的情形。 联席会议仅是

顿和属地监管的职责， 用半年时
间进行集中清理。 为实现长效监

此外， 多地金融办改革工作也
在持续推进。当前，河北、山东、深圳

江西省（6 家）

及了外汇平台、 类期货等金融活动
的监管， 实现交易场所的事前事中

将办公室设立在证监会， 但场外
交易市场监管并非证监会的职责
范围， 而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受到监管。
由于监管缺位， 除了连续集中
竞价、平台对赌、权益拆分外，一些
交易场所还通过会员单位、 代理等
机构诱导大量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者参与投资，风险隐患较大。
2017 年，金融风险防控被放在

管， 要尽快出台完善交易场所监
管办法。
记者梳理发现， 当前北京、福
建、江西、河南、山东、四川、陕西、四
川和内蒙古等地已经陆续发布并试
行当地的交易场所管理办法。 行政
法规之外， 一些地方人大立法也开
始涉及交易场所监管，如《山东省地
方金融条例》《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条例》。

金融办已加挂金融监管局牌子，江
苏、 湖北等地也正在研究推进。 同
时，北京、广州、天津、大连、四川等
地已相继将地方金融办升级为金融
工作局。
2017 年 10 月 10 日，深圳市召
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在市金
融办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对
当前相对分散的地方金融监管职
能进行整合，进一步分离发展和监

事后全覆盖监管。
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
负责人、 广清中心总经理李杰指
出，金融风险防控是未来几年的工
作重点。 2018 年需要把广东金融风
险防控工作做深做实做细，力争对
省内除深圳以外 20 个城市实现覆
盖；对更多的行业进行监控，如以
电子商务、生物科技为外衣的非法
集资活动。

显著位置，十九大、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提及风
险不下数十次。
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的金融风险防控担子愈发沉

德衡律师集团金融衍生品律师
李温泉认为， 山东省已将介于现货
与期货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明
确确认为金融机构， 相较其他省份
的交易场所定性更为明确， 从立法

管职能，补齐监管短板，切实履行
好中央交由地方负责的各类金融
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
保公司、交易场所等监管和风险处
置职责。

更重要的是， 现货业务开展的
重要环节——
—支付也开始受到了监
管。 除了银行不断收紧与交易场所
的合作，央行“动真格”开始排查银
行支付机构参与非法互联网外汇交

重。 2017 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
出，“
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

层面有效解决了现货（商品）交易场
所的尴尬地位。

此外，技术助力监管、搭建监管
平台的趋势突显。 当前类金融业态

易情况，公布了 40 家涉嫌非法的互
联网外汇交易平台名单。

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 按照中央
统一规则， 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
任。”“
加强监管问责，压实地方监管

其次， 加强问责倒逼地方政府
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力量。 某省金融
办领导曾在接待南京文交所投资者

繁多， 非法活动形式各样， 层出不
穷。 2017 年，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探
索不断， 紧跟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趋

周小川等监管层领导在表态中
多次提及，“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
营，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 ”

责任，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 ”
首先， 清理整顿“回头看”要
求， 省级政府应切实负起清理整

时坦承，金融办确认其违规，但却不
具执法权。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
“
尴
尬”由此可见一斑，而这并非个例。

势。其中，广州市金融局依托广州商
品清算中心在广州试点建设“广东
省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平台”，涉

总而言之，实现全方位、全覆盖的长
效监管，乃地方交易场所的“治本”
之策和持续发展之基。

迷局：转型谋生路？
关停易，转型难！ 如何在合规中寻找可行的出路，是监管层及行业从业者共同面临的难题。
关停并转， 是绝大多数交易场
所绕不过的命运。
“管了又乱，乱了再管”，长达 7
年时间的多次清理整顿， 却未曾改
变恶性循环的局面。 地方交易所违
规违法情况仍屡见不鲜， 高收益诱
导、软件篡改、代客操盘、价格操纵
等频频见诸报端。 不合规投资者损

等实物产品作为交易对象，通过类
似于股票市场的交易方式吸引投资
者进场，引诱其高位接盘。 这些交
易模式的风险，往往隐藏“
T+0”、可
买涨买跌双向操作、每天获利上百
点等宣传口号。
最严清理整顿大环境下，地方
交易所下线交易品种，提高保证金，

为了符合监管要求，2017 年地
方交易场所向几种交易模式转变：
一是实现实物交割； 二是调整代理
与投资人的关系， 摒弃传统对赌模
式； 三是延长交易交割时间，将
“T+0”变成“T+5”；四是采用现货
挂牌等非标准化交易。
另外， 交易场所和从业人员也

现货招商群中，外汇、外盘等词惹人
注目，内盘转外盘／港盘炙手可热。
不过， 上述情形已引起监管层
注意。 中国期货业协会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下发提示函称， 部分曾
经从事“原油”“白银”、邮币卡现货
交易平台或互联网金融平台及其代
理的机构转型进入期货市场， 以介

失惨重却投诉无门， 同时职业维权
和恶意维权者借机揽财。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
内交易所出现了两类交易模式。 一
类是采用了分散式柜台交易模式上
线白银、 原油等品种， 涉及集合竞
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
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 设置数十
倍的杠杆，且其中多数无交割，与实
体经济相脱节。
另一类是通过邮票、钱币、茶叶

甚至是暂停业务。 政策收紧，客诉
增加，原有业务模式难以为继。 出
于多重利益考量，部分交易场所、居
间商及代理商开启了转型之路。
关停易，转型难！ 如何在合规
中寻找可行的出路，是监管层及行
业从业者共同面临的难题。 部分交
易所曾尝试过的微交易、发售模式
等方向，均未获得认可。 据媒体爆
料，腾讯内部筛查出的微交易企业
黑名单已高达 1055 家。

向其他
“
创新”业务转型。得益于前些
年的高速发展，现货行业已具相当规
模，从业人数数以万计。据了解，目前
地方交易场所从业人员的转型方向
主要集中于商城模式、投顾业务、合
规交易场所业务、期货业务等。
还有一些从业者抱着
“
自有留爷
处”的心态转移阵地。 他们通过在境
外注册公司或拿取牌照，继续在国内
展业，进而躲避监管。 但其业务模式
与内盘雷同。 记者注意到，当前各大

绍客户名义与期货公司合作， 索取
高手续费返还比例， 通过不当营销
手段开展业务。
有业内人士指出， 监管层在清
理整顿的同时， 一直未合理化引导
各类交易场所。 目前的清理整顿让
行业发展骤然停滞，从长远来看，此
次清理整顿尤为必要， 但从短期来
看，必然会滋生其他违规行为，希望
监管层能建立长效机制， 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创新”：渐欲迷人眼
其中涉及的
“
创新”模式到底是换马甲式的
“
挂羊头卖狗肉”，还是真正合法合规的交易模式？ 层层包装之下，实在是
“
渐欲迷人眼”。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

向，既有外汇交易、外盘现货、国际

念，通过商城提供变现通道等。

缺席时，资金缺乏监管，投资者的本

在中福大宗直播平台“百媚中国”
中， 玩家将游戏币兑换成礼物，刷

期货这些关联领域，也包括一些与
交易无关的行业，如直播、游戏、零

比如，所谓的
“
新零售”模式，实
际上是商品被定义为固定的标准化

金安全何去何从？
不得不承认的是， 有些“新模

给代理商指定的主播；之后，该主
播或代理商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将
游戏币价值总额约 70%的现金返还
给玩家。
而贵州茶交所上市“
《和系列》
银茶具”与“
《祝福》银茶具”两个交

售电商等。
而其中涉及的“
创新”模式到底
是换马甲式的
“
挂羊头卖狗肉”，还是
真正合法合规的交易模式？ 层层包
装之下，实在是
“
渐欲迷人眼”。
有的平台以“新零售”为噱头，

等额权益， 进入平台或电商自己开
发的交易系统。 交易模式或与大宗
现 货 行 业 传 统 OTC 发 售 模 式 一
致，或采取定向转让、竞价交易等模
式。 大部分采用了
“新零售”模式的
平台均对商品的价格和活跃度设置

式”只是规避监管的幌子，葫芦里卖
的还是以前的药。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均表示需警惕上述一些
“
创新”的
风险。李温泉提醒，一些开展直播、商
城等业务的平台， 实际上仍然是原

易品种，规格分别为 1000 克 / 套和
200 克 / 套，其报价单位不是茶具的
套数而是白银的重量，交易模式“跟
以前大盘一样”，
“
就是国际白银”。
此类“创新”层出不穷。 记者梳

用“股票 IPO”模式套现；或让投资
者认购商城一定额度的“商品配
套”， 以获得交易所“赠送的原始
票”； 或将互动推广的竞猜游戏变

了下线，触发条件即退市清算。
这些平台脱掉了大宗商品交易
的“外衣”，打出“互联网电商”的旗
帜。 在实际操作中，不少交易品种都
存在价格虚高、过度投机等现象，更

油、白银的非法期货，甚至本质是赌
博。 而李杰表示，争取金控平台未来
能覆盖更多新的业态，同时他坦言，
确实了解到外省市可能存在以商城

理发现， 交易场所的主要转型方

成“猜涨跌”获利，疑似嬗变为二元
期权； 还有结合“手游 + 直播”概

为关键的是，当合法的支付清算通道

模式
“
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
下转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

江西赣南金额资产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抚州市海峡交易所有限公司

南方林业产权交易所

中江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海南省（6 家）

海南产权交易所

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洋浦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亚联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海南）
河南省（17 家）

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

濮阳市华宇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安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

郑州肉类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郑州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洛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京商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南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天元芝麻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河南亚太有色金属物流园有限公司

信阳市申资产权交易中心
陕西省（21 家）
合规权益类

合规商品类

陕西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陕西书画艺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陕西能源化工交易所有限公司

西部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西安环海陆港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陕西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大商道商品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环境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大（西安）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陕西气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钛谷有色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大宗农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西安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技术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西安百金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合众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恒大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西安）有限公司
西安丝路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互联网金融资产（西咸新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浙江省（8 家）
浙江股权交易中心

浙江文化艺术品交易所

浙江东海商品交易中心

杭州文化产权交易所

绍兴黄酒原酒电子商务平台

浙江圆音海收藏艺术品交易中心

浙江产权交易中心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四川省（12 家）

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天府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有限公司

四川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中国白酒产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成都花木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蒙顶山茶叶交易所有限公司

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四川联合酒类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托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1 家）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
深圳市（1 家）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
福建省（2 家）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限公司

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青海省（1 家）
青海股权交易中心
重庆市（1 家）
重庆市股份转让中心
宁夏（1 家）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注：白名单中，2017 年发文确认的股权交易包括：山东省 2 家，福建省 2 家，青海、重庆、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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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 家。 上述股权交易中心为当地监管部门正式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