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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球币”SOC 暴跌蒸发 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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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频繁 华安保险二股东海航集团“上位”？

唐小僧爆雷
“
后遗症”：两家金交所牵涉其中
本报记者 陈齐乐 上海报道

6 月 16 日午夜，投资人将互金
平台
“
唐小僧”的部分高管扭送公安
局，唐小僧实控人邬再平潜逃出境。
这个据称规模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的平台随后被上海警方查封冻结。
与一般互金平台不同的是，在
唐小僧所有产品中，除了活期与定

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侨金中心”）合作产品。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上述

等问题，两家交易所的态度已有所
分化。 侨金中心告诉投资者，该公
司将督促转让人提前兑付未到期

期产品外，其尚有与江西赣南金融
资产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两家交易所的三方支付账户与产
品关联账户目前均处于冻结状态。

产品；赣金中心则称，要等经侦有
了调查结论后才能进行相关兑付

简称“
赣金中心”）与广东华侨金融

关于产品未来是否兑付，如何兑付

校对 / 彭玉凤

事宜的安排。

电话已处于关机状态。

有限公司”（下称
“
深圳中赢”）发行

些录音中， 赣金中心方面也矢口否

值得一提的是，购买侨金中心
产品的投资人大部分同时还通过

的“
风火轮”系列产品。与国通保理
情况类似，深圳中赢备案联系方式

认上述产品与赣金中心的关系，并
强调赣金中心“
仅提供交易平台和

结了， 所以 16 号以前到期的产品
资金投资人是拿不出来的。至于你

赣金中心认购了同类收益权转让
产品。 这些产品名称带有鲜明的

也处于停机状态。
而与侨金中心公示成立“智

市场”。 有投资人质疑，
“
风火轮”等
产品发售时， 唐小僧客服曾称其为

说的还没有到期的产品，尚不能判
定违约； 不过鉴于目前的情况，作

《西游记》主题色彩，如“如意棒”
“
风火轮”
“
金刚” 等。 上述产品设

“
智汇”系列产品不同的是，赣金
盈”
中心官网上并无相关公示。 该公司

“
唐小僧
赣金中心产品，该负责人称
客服存在虚假宣传”。

为产品登记备案机构，我们会督促
国通保理公司把到期和没有到期

计、规模与“智盈”“智富”系列相
仿， 其转让人也是商业保理公司。

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
者，
“
风火轮”系列
“
并不是赣金中心

上述内部人士称，“风火轮”等
产品的发行认购涉及到多方面。

的产品都尽快处理掉。”近日，记者
以投资人身份致电侨金中心，一位

记者获得的一份认购协议显示，投
资人曾认购由“深圳中赢商业保理

产品”。多位投资人向记者提供了其
与赣金中心沟通的电话录音，在这

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这位负责人口中的“国通保理
公司”，全称是“国通商业保理（天

首先是涉及到作为发行人的保理
“
公司， 接下来是我们赣金中心，提
供交易场所；然后是唐小僧和它对
应的资邦公司，再就是唐小僧投资
人，三方支付公司。 操作流程上来

津）有限公司”（下称“国通保理”）。

说，发行人手上有一些应收账款收

综合投资人提供的多份产品认购
协议及侨金中心官网“
产品专区 -

益权项目，它把项目做成收益权产
品来融资，找到我们，登记、备案；

挂牌公告”内的信息，国通保理曾在
侨金中心登记、备案、发行数百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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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细则亟待落地
银行加速布局资管公司
本报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民生银行近日宣布， 拟以现金

家宣布设立资管子公司的银行。 资

有在办公，因为他们也在接受警方
的调查，他们的还款账户已经被冻

zhuziyun@cbnet.com.cn 611982852@qq.com

高培勇：应对经济新形势 亟须主动“对表”

方式出资 50 亿元人民币设立资产
管理子公司， 这也是今年以来第 9

曾与唐小僧合作
“国通保理公司目前应该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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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新规落地后， 银行系资管子公司
的设立提速， 但因为相关监管细则
仍未出台， 截至目前仍未有银行获
监管审批。
据银行业人士透露， 尽管成立
独立机构开展新业务的需求迫切，
但目前机构定位、 内控机制等仍不
完善， 监管部门对监管及操作细则

更加审慎， 预计真正落地还要一个
过程。
银行系资管子公司成立后，与
券商等资管业务的竞争将更加激
烈，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与
银行母公司联系紧密， 资管子公司
真正打破刚兑仍然较困难， 且对于
习惯了通道业务的银行来说， 如何
实现真正的主动性管理转型也是一
项很大的调整。
而对于不符合成立独立机构的
小银行来说，也要有堵有疏，未来可能
通过与已经成立资管子公司的机构或
其他非银机构合作开展资管业务。

资管子公司设立提速
民生银行 6 月 30 日发布公告
称，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

司开展资管业务， 银行是非常迫切
的，目前受资管新规影响，原有不符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50 亿元人

成功发行后，资邦公司来赣金中心
摘牌。 在唐小僧平台上，投资人就

民币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 占其注
册资本的 100%。公司设立资产管理
子公司事项尚需监管部门核准。
截至目前，有 11 家银行通过成
立资管子公司议案， 其中， 光大银
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早在 2015

合新规要求的业务无法继续开展，
银行需要尽快成立独立机构合规开
展新业务。
某股份制银行广东地区分行资
管业务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
者， 目前各家银行都在清理存量业
务， 新的项目也多是去年续做的项

产收益权产品，这些产品金额从数
十万元至百万元不等，均以
“
智”命
名，包括
“
智新系列”
“
智盈系列”
“
智
富系列”
“
智汇系列”。《中国经营报》
记者掌握的信息显示，唐小僧投资

能看到‘风火轮’‘如意棒’这些产
品，并且进行认购。 从资金流向来

年就已陆续通过设立资管子公司的
董事会决议。 2018 年以来， 已有 9

目， 尤其是近来各类新因违约频发，
新的资管类项目非常少。“
现在主要

说，我们在宝付支付开立了第三方
支付账户，投资人的资金通过第三
方支付直接进入赣金中心账户。所

家银行宣布出资成立资管子公司。
中国社科院大学金融研究所所

是根据新规在名单下尽快梳理分类，
等具体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出台。 ”

人至少认购了
“
智盈”与
“
智汇”两个
系列中的部分产品。 唐小僧爆雷
后，认购协议上标注的该公司联系

以投资人看到的转让人就是保理
公司，资金则是直接进入赣金中心
账户的。 ”该内部人士说。

长李永森表示，长期以来，随着资本
市场的发展， 银行业务结构也在发

尽管银行系资管子公司筹备提
速， 但截至目前仍未有一家银行获

生变化，近年来通过各种金融创新，
银行将部分传统表内业务转到表

批通过。 李永森指出，从银行来看，
新的资管机构定位、 内控机制等各

外，导致表外业务快速增长，隐性刚
兑背景下， 风险也由表外向表内传
递。“
与此同时，既有的监管规则跟
不上金融创新实践的发展， 尤其对
表外监管相对较弱， 因此资管新规

方面仍不完善，还停留在纸面上，并
不成熟。“
成立独立机构是为了隔离
风险，但如何对机构实现监管，如何
保证这种隔离机制能落实是关键环
节， 有待监管及操作细则的逐步落

的出台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新的规则
对大资管进行整体规范。 ”
在李永森看来， 根据资管新规
要求， 符合新规条件的商业银行要
成立相应机构专门对资管业务进行

地，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指
出，目前很多东西还不清晰，要建立
一套全新的机制， 监管肯定更加谨
慎， 如果对监管风控等细则不明确，

管理运营，也是在隔离风险，尽量降
低银行内部不同性质业务上的风险
传递，是防范风险的必然要求。

很可能会导致换汤不换药又回到老
路上，实现不了隔离风险的目的。 付
立春认为，现在还是处于冻结资管通

新规落地后， 银行成立资管子
公司的速度加快，仅 4 月份以来，就

道的阶段， 银行主要任务是消化存
量， 新增业务也是主动管理型为主，

有华夏银行、 北京银行等 8 家银行
宣布出资成立资管子公司。

如何疏导还是下一步，监管要综合考
虑，不会太快，细则出台预计也要一

投资者提供的赣金中心“
风火轮”系列产品授权协议书。

归集退赃？
虽然赣金中心方面称“风火

很明显， 唐小僧的法人实

会说，你买了侨金所的，侨金所账户

资人的。

轮”等产品不属于该公司，但事实
上， 除未在产品成立时进行公示，

体——
—资邦元达（上海）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资邦

里的就兑付给你。 我们没有这个一
一对应的。 最终对投资人投资款的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德怡也表示，公司经营行为当中有

两家金交所与唐小僧在合作模式
上几乎没有区别。 同时，这一合作

元达”）就扮演了 SPV2 的角色。 公
开工商信息显示，资邦元达的法人

返还是按照比例分配总资金的”。
对此， 部分投资人提出异议，

一部分行为可能涉嫌非法，但可能
还有另外一部分行为并不违法，且

模式也被国内大部分金交所采用
以与互金平台开展业务往来。
“百舸金融” 论坛发起人陈文

为陶蕾，而来自投资人和警方的信
息表明，邬再平才是资邦元达与资
邦元达母公司资邦金服网络科技

他们表示，侨金中心与赣金中心的
产品应被视作独立于唐小僧或资
邦元达的资产。“
与活期或定期不

相关的资金涉及到广大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对该部分资金他认为应
该区别对待。目前公安机关指示采

曾在一篇名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和
金融资产交易所中心联姻模式及

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投资
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提供了一

一样，唐小僧在金交所产品的认购
中仅仅是一个通道，资金没有经过

取冻结措施并未划拔款项，有一定
的合理性，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

其规范》的文章中梳理了二者常见
的业务合作模式。 一般来说，这一

段与浦东经侦办案警察的对话，警
方向投资人确认， 邬再平在 2018

唐小僧或资邦公司，而是直接进入
了金交所账户和发行人账户里，怎

相关款项的性质应该被明确区分，
分别作出相应的处理。

合作业务至少需要 4 家机构参与，
即资产供应方将持有的资产转让

年 6 月 16 日前已潜逃出境。
同时，上述办案警察还告诉投

么可以算作资邦的资产呢？ ”一位
投资人表示。

对于上述情况，《中国经营报》
记者曾致电赣金中心与侨金中心。

给 SPV1，SPV1 将资产打包后在交
易所挂牌， 进行一次收益权转让，

资人，对于两家金交所产品涉及的
资金
“
现在也是无法兑付的，我们会

对此，上海法询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资管研究部研究院陶晟

赣金中心方面称，已将相关证据材
料提交给上海警方，并向警方说明

平台以关联的 SPV2 作为金融资
产交易所界定的合格投资人摘牌，
并在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收益权
的二次转让，由个人投资者作为受
让方。

放在一个总的盘子里面，作为整个
资邦系案件的赃款，不分赣金所和
侨金所；只要是和资邦有关的，这都
是你们投资人的投资款，都是我们
案件的赃款，不会去分什么平台。不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唐小僧
与金交所合作的业务中，资邦元达
相当于扮演了产品受托管理人的
角色；资金直接去到金交所，资金
流向有据可查，按理应该算产品投

了与唐小僧合作的模式，目前不方
便接受采访。侨金中心则记录了记
者的联系方式并表示会有专人对
接；但截至记者发稿，该公司尚未
作出回复。

简称“新华联”）在北交所同时挂牌
转让上述两家银行全部股份，挂牌
底价共计 18.04 亿元。
除宁夏银行和大兴安岭农商行
外，新华联还持有了北京银行、长沙
银行等银行股权，并于 2017 年退出

天津银行。 与此同时，新华联所持 4
家银行股份及其所持其他公司股权
大多存在高比例质押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新华
联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达 102
亿元，同比下降 54%；而筹资流入

现金流仅 12.57 亿元，同比降幅达
92%。 分析认为，近年来受去监管
去杠杆影响，市场流动性趋紧，企
业融资渠道受阻，此次出清银行股
权，既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也有
利于缓解现金流压力。

上述两家银行股权转让底价

定期，只能转让宁夏银行和大兴安
岭农商行。 ”
据年报显示，2017 年新华联
出清了天津银行股权，截至目前其
参股银行达 4 家，除宁夏银行和大
兴安岭农商行以外，还同时参股了
北京银行、长沙银行。
据公开信息显示，2016 年 10
月，新华联举牌北京银行，随后持
续增持。截至 2016 年末，新华联合
计持有北京银行股份占比 9.88%，
成为该行第二大股东。 2017 年底，
北京银行完成定增，新华联合持股
占比稀释至 8.57%，成为该行第四
大股东。

宁夏银行遭二股东“清仓”
本报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据北交所官网公布的项目公
告显示，7 月 2 日宁夏银行第二大
股东、 大兴安岭农商行第一大股
东——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2 年内欲出清 3 家银行
据北交所官网公告显示，宁夏
银行第二大股东新华联在该所挂
牌转让所持全部宁夏银行股份

合计约 18.04 亿元。 对于此次同
时出清两家银行股权的原因，新

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 2 家，
或控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
1 家。

27026.8 万 股 ， 占 总 股 本 的
13.53%， 转让低价 15.27 亿元，披
露时间为 7 月 2 日至 27 日。
值得注意的是， 新华联还将
其所持另一家银行——
—大兴安岭
农村商业银行全部股份 1.26 亿股
于同日在北交所挂牌转让， 转让
底价 2.77 亿元。 据公告信息显示，
新华联是大兴安岭农商行第一大
股东，持股占比达 18%；该行第二
大股东吉林九台农商行持股占比
为 10.71%， 其他股东持股占比均
低于 10%。

华联董事长傅军告诉《中国经营
报》记 者 ， 出 清 宁 夏 银 行 和 大 兴
安岭农商行股权是为了满足监
管要求。“监管部门找我们谈话，
要求 7 月 5 日前，企业必须要有
实际行动。 我们也很舍不得，这
两家银行都是很不错的，但作为
大型民营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
定作出调整。 ”
今年 1 月 5 日出台的《商业银
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指出，同一投资人及其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参

一位接近宁夏银行人士向记
者透露， 新华联持有 4 家银行股
权，且持股比例都不低，按照原来
股权管理办法尽管也是两参或一
控，但农商行、城商行和上市银行
等不同类型的银行是分开核算的，
新股权办法出台后所有类型银行
都将统一，这导致新华联参股银行
数量不符合监管标准。
上述人士表示：“新华联持有
北京银行股权市值逾 100 亿元，规
模太大，短时间内很难出清，而长
沙银行又刚刚 A 股上市， 处于锁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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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森称， 对于成立资管子公

年或者更长时间，具体还很难预测。

主动管理转型不易
根据资管新规要求，过渡期后，
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质的

竞争会更加激烈。
与其他资管机构相比， 银行在

商业银行应当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
位的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该
商业银行可以托管子公司发行的资
产管理产品， 但应当实现实质性的
独立托管。
付立春指出，不同类型的商业
银行面临的情况大同小异，但也会
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理论上来看，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整体集团背景、
股东和资金实力较强，在品牌美誉

表外和表内业务之间有着天然的优
势。李永森认为，传统银行业务有相
应的客户群和市场， 客户如果想将
存款转入收益率更高的资管产品，
银行可以优先将客户引导至相关的
资管业务， 这是其他资管机构不具
备的优势。
不过银行要成立资管子公司将
原有资管业务独立运营， 还存在诸
多问题。付立春表示，独立机构运营

度、经营范围、薪酬实力等方面更
有优势，且兼具市场属性，发展可
能会更快一些。 相比而言，大型国
有银行实力更强，但在机制方面可
能没有那么灵活；而小的城商行实
力相对较弱。

后，更考验机构的主动管理能力，这
对习惯了通道业务的银行来说是个
挑战。 他指出，成立资管子公司后，
机构要面临多种产品的配置， 不仅
是自身产品和银行间市场各类产
品，包括基金、股权投资、海外资产

在李永森看来， 未来对于小银
行可能有两个方向： 一是发展规范
后符合监管条件的也成立独立机构
运营； 二是不能符合条件的通过同

配置等都要在基本配置范围之内，
而且要全面。
付立春认为， 银行系资管子公
司跟银行母公司联系密切， 存在银

业业务和已经成立资管子公司的机
构建立联系， 或者和其他非银机构
合作。“
绝对禁止是不现实的，既要
堵也要疏， 可以通过合规渠道将不
符合监管条件建立独立机构的小银
行与符合条件的机构联系起来。 ”

行品牌背景为子公司做隐性担保，
打破刚兑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 同时还要注意不能通过组织架
构的设计， 变相地重新回到原来资
管通道的业务。
此外，付立春还指出，对于银行

付立春进一步指出， 银行原来
的资管业务与券商信托等资管业务
是相互配合的， 处于产业链不同环
节，但成立独立子公司后，银行与券
商的资管业务没有什么区别， 未来

系资管子公司而言，主动管理观念的
转变不易，包括人员组成是否有主动
管理的能力和经验，后台风险控制和
流程， 项目奖励和亏损责任机制等
等，都是一个较长的调整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