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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额额免免密密免免签签交交易易升升级级
部分银行单笔交易限额升至1000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在日常小额消费中，人们对快
速支付的需求越来越大。近
期，银联将“双免”的单笔交易
限额进行了上调，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等也纷纷宣布跟进
调整。

今年初，银联将开展了两
年的小额免密免签业务的规
则做了修订，单笔交易限额由
此前的300元提升至1000元，
单卡单日累计交易限额由不
高于 2 0 0 0 元调整为不高于
3000元。

根据修订后规则，交通银
行、杭州银行等银行均同步将
带有“闪付”标识的本行借记
卡(有的还包括信用卡)的小
额免密免签交易的单笔交易
限额，由 3 0 0元提升至 1 0 0 0

元；农行则将从2018年6月1
日起，将小额免密免签单笔限
额提升至1 0 0 0元；单日累计
限额提升至3000元。

所谓的银联卡小额免密
免签服务指的是通过联机方
式完成，无需电子现金圈存，
使用具有“闪付”标识的银行
银联芯片信用卡或承载个人
信用卡信息的移动支付产品，
在指定商户进行一定金额及
以下交易时，只需将银联芯片
卡或移动设备靠近终端“闪
付”感应区，一挥即可完成支
付。截至2017年9月底，全国
已有200多家银行、850多万
家商户开通了银联小额免密
免签业务。

不过，目前仍有不少银行
尚未做出调整。记者调查发

现，建行、招商、浦发、中信等
不少银行设定的“闪付双免”
交易的单笔限额都还是3 0 0
元，广发银行对不同卡别设定
不一，例如金卡和普卡用户可
以在100-500元的区间内自
主设定小额消费免验密金额
(需为100的整数倍)。

易观国际高级分析师马
韬分析称，银联之所以要推广
小额免密免签服务，是因为银
联之前主要“阵地”是在线下，
但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机构都
设置了小额免密支付，大力拓
展线下商户，对银联的交易量
造成一定影响。

而对于本次的“提额”，信
用卡研究人士董峥向记者进
一步表示，银联小额免密免签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后，银行的

风控体系和安全系数已经有
所提高。

事实上，在“双免”业务开
通后，资金安全问题一直令不
少用户感到担忧，例如就有用
户卡片遗失后，被他人利用免
密免签功能实现消费。另一方
面，不少银行对该业务设置为

“默认开启”，用户处于不知情
的状态下，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因此，业内人士提醒，消费
者在开通第三方支付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个人的安全问
题，如果是免密码自动扣费，
必须要建立第三方支付的约
定合同，否则不能单独扣费。
不少人不知道信用卡有小额
免密支付功能，因此在办理信
用卡时最好关闭该功能，以免
给自己的财产造成损失。

不过，针对用户种种顾
虑，银联在产品上线前已联合
各商业银行，提供了额度可
控、商户可信、后台防控、盗刷
赔付的多重措施保障持卡人
权益。招商银行客服表示，一
般情况下，工作人员会把小额
免密支付功能告知客户，提醒
客户可通过拨打客服电话或
直接在柜台办理关闭该功能
的业务，无论是否设置密码，
一旦发生疑问交易，银行都会
积极调查，保障客户的资金和
账户安全。

董峥同时提醒，用户应具
备良好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将闪付额度降低，避免银行卡
被盗刷后的资金损失，也是一
种保护银行卡的方式。(来源：
北京商报)

基金公司2017年首份业
绩出炉。近日，挂牌新三板的
南京证券披露年报，由于其
持有富安达基金49%的股权，
为富安达基金第一大股东，
因此在其年报中也披露了富
安达基金去年的经营状况。

南京证券年报披露，富
安达基金主要从事基金管理
业 务 ，2 0 1 7 年 营 业 收 入
13419 . 71万元，净利润2345 . 98
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海
通证券公布的《基金公司权
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
行榜》，截至2017年底，富安
达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绝对
收益27 . 8%，在102家公募基
金中排名第六。

记者了解到，凭借A股
的蓝筹行情，各类公募基金
去年平均收益全线飘红，其
中近九成实现盈利。从公募
基金披露的2 0 1 7年四季报
看，公募基金在去年底的持
股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且对
细分行业龙头的“抱团”现象
较为普遍。

中金公司分析师王汉锋
表示，从去年四季度主动偏
股型基金持仓及增仓情况来
看，位于前列的公司绝大多
数为投资者耳熟能详的行业
龙头，如增仓最高的家电和
食品饮料行业中，增仓居于
前列的仍为伊利、茅台、美
的、五粮液和格力，“这5家公
司也同样位于所有主动偏股
型基金增仓前十”。

值得一提的是，基金在
去年四季度不仅偏好行业龙
头，而且对某些龙头形成了

“抱团”之势。凯石财富金融
产品研究中心分析师兰轩就
指出，去年四季度，基金抱团
细分行业龙头的现象引人注

目，“这类股票以东方雨虹、
视源股份、奥佳华、华帝股
份、南极电商、分众传媒和新
经典为代表”。此外，基金在
去年四季度也“抱团”积极并
购扩张，以及成长速度快、空
间大的股票，“这类股票以先
导智能、老百姓、国瓷材料、
东山精密和科恒股份为代
表”。

放眼后市，有绩优基金
经理表示对2018年行情较为
乐观，推动此前市场结构牛
市的基础没有发生变化。例
如，去年获得骄人成绩的国
泰互联网+基金经理彭凌志
就表示：“我们判断2018年
国内股票市场整体仍将震
荡上行，存在结构性机会，
具有较好成长性且估值合
理 的 公 司 或 将 有 较 好 表
现。”究其逻辑，彭凌志认
为，中国经济正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科技创新、先进制
造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
领域也蕴含着投资机会。再
者，“与中国宏观经济较为
相关的金融等行业也具备
较好的投资价值”。

无独有偶，景顺长城鼎
益 基 金 经 理 刘 彦 春 也 对
2 0 1 8年的市场保持乐观态
度。其认为，推动此前市场
结构牛市的基础没有发生
变化。“今年将是市场回归
基本面的元年。”其表示将
不会依据宏观数据起伏大幅
调整持仓结构，不会去猜测，
更不会去跟随市场风格变
化。“行业竞争结构优化、投
入资本产出变化仍然是我们
主要关注的投资线索；消费
服务、科技创新依然是我们
最关注的投资领域。”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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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系统2018年工作会
议提出“今年将继续深化新三
板改革”。近期，全国股转系统
相关负责人也相继表态将继续
推进市场改革。当前推进精细
化分层、差异化制度供给、加强
监管已经明显成为2018年的改
革和发展逻辑。

截至2月22日，新三板市场
挂牌企业数量达到11635家，但
2017年12月份、2018年1月份连
续两个月企业挂牌净增长为负
数。截至2月12日，在审企业仅
有170余家。与2015年、2016年
比较，2018年预计将出现明显
新增挂牌放缓趋势。

在挂牌放缓的背景下，全
国股转系统将更加注重优化制
度改革，如2018年新三板将继
续提高市场分层的精细化和有
效性，在此基础上推行发行制
度改革，满足不同类型挂牌公
司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与此同时，新三板差异化
制度供给趋势愈加明显，如全
国股转系统推出了基于分层制
度、交易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三

项改革措施，其中交易制度、信
息披露制度突出了差异化特
点，如集合竞价在创新层与基
础层实施不同频次的交易制度
安排。

新三板差异化信息披露监
管趋势也较为明显。今年1月
份，全国股转系统发布实施了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在此
之前，全国股转系统发布了七
个行业公司挂牌公开转让说明
书信息披露指引，其中也包括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类公司。

目前，新三板创新层挂牌
公司必须披露年度报告、半年
度报告、季度报告等定期报告，
同时创新层挂牌公司还须按照
行业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要
求，根据行业特点披露相应信
息，而基础层挂牌公司仅披露
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基础层
企业也需要遵守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

全面加强监管也是2018年
较为明显的政策逻辑。今年全

国股转系统将持续推进依法、
全面、从严监管，深化分类监
管，加强科技监管，切实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全力维护市场
稳定运行。

市场参与人士普遍认为，
目前新三板亟待研究制定新三
板改革发展战略规划，在建设
新型现代化证券交易场所的目
标之下，找准新三板在多层次
资本市场结构中的坐标定位，
明确改革发展的具体路径；推
动健全完善市场上位法，确立
独立市场地位；同时更需要丰
富投资者类型，拓宽市场资金
来源，为优化市场投融资生态
引入源头活水。

记者了解到，全国股转系
统将坚守服务中小微企业这一
宗旨，并牢牢守住市场一线监
管和风险控制的底线，不断推
进市场改革与发展。目前全国
股转系统正“以市场分层为抓
手，统筹推进发行、交易、信息
披露、监管等各方面改革”的总
体思路，不断推进各项改革。

(来源：证券日报)

基基金金公公司司22001177年年

首首份份业业绩绩出出炉炉
去年四季度基金“抱团”细分行业龙头

新新三三板板今今年年继继续续推推进进市市场场改改革革
三三大大改改革革发发展展逻逻辑辑已已现现


	E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