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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江瑞生持有的证号为瑞集用

渊199冤字第 02031834号集体土地建
设用地使用证壹本渊土地坐落于沙洲
坝乡金星村下坝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6501282632号渊杨太华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毛冬华尧 杨庆铭持有的证号
瑞房权证泽覃乡字第 S00344980号

房屋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泽覃乡明
星农民新村象泽路西侧 3号地冤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006133618号渊钟水华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主钟
水华(身份证:362102197006133618冤
户口簿遗失袁户主院钟水华遥成员院刘
道娣尧钟源涛尧钟文荣尧钟秀文尧钟俊
英尧钟秀芳袁特此声明遥

6尧这次普查对政府尧部门尧普查机构
以及普查对象提出了哪些要求钥

叶全国经济普查条例曳规定袁各级经济
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法享有独立
行使调查尧报告尧监督的职权袁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干涉遥各地方尧各部门尧各单位的
领导袁对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查人员依
法提供的经济普查资料不得自行修改袁不

得强令或者授意篡改经济普查资料或者
编造虚假数据遥

所有普查工作人员和普查对象必须
严格按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曳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曳和叶全国经
济普查条例曳的规定袁按时尧如实地填报普
查表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尧瞒报尧拒
报尧迟报袁不得伪造尧篡改普查数据遥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知识问答

如今拥有商业保险的人越来越
多袁因为没有及时为保单作定期野体
检冶的习惯而导致的野烦心事冶也越来
越多遥 为什么保单需要定期 野体检冶
呢钥原因其实很简单袁一是避免遗忘院
如果消费者购买保险后就把保单束
之高阁袁长期不理袁有时候可能会因
遗忘而犯迷糊遥 比如袁不少人在需要
理赔时才拿出保单袁却发现错过续缴
保费的时间袁 或是保单早已满期尧忘
记领满期金或红利等等袁而定期给保

单就能很好地检视保单以及保障的
实际有效性遥

除了避免因遗忘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袁保单野体检冶更重要的作用是可
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保障情况袁
及时调整保障计划遥对于消费者来说袁
如果在选购保险产品时没有充分了解
清楚袁那么每年给保单作野体检冶就是
一个很好的重新审视自己所购买产品
的机会曰 而对于购买时就很认真的消
费者而言袁 他过了一段时间也有可能

会忘掉所买产品的具体信息和自己的
保险权益袁那么在保单野体检冶时就可
以再次加深了解遥另一方面袁由于个人
和家庭的的财务收支尧财产结构尧身体
状况尧家庭责任尧家庭结构以及外部经
济环境等因素都在不断变化袁 这些因
素都会影响保险需求和既有保障的效
率袁 保险规划因此也需要经历一个动
态的调整过程袁 定期审视自己的保险
计划也有助于帮助我们发现新的保障
缺口并及时补漏遥 严平

市场规模野井喷冶
民生加银资管有关负责人介绍袁

所谓资产证券化袁是指将一个或一组
流动性较差但预计能产生稳定现金
流的资产袁通过一系列的结构安排和
组合袁 对其风险和收益进行分割重
组袁并实施一定的信用增级袁从而将
资产的预期现金流转换成流通性和
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产品的过程遥

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业务主要
分为 4种模式院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证
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袁即企业资产证券化业
务简称野企业 ABS冶)曰中国银保监会
等监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简称
野信贷 ABS冶) 和保险资产证券化业
务曰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监管的资
产支持票据业务(英文简称野ABN冶)遥

叶2018资产证券化发展报告曳显
示袁2018 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规
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袁全年共发
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2.01 万亿元袁同
比增长 36%曰 年末市场存量为 3.09
万亿元袁同比增长 47%遥

多重利好政策发挥作用
资产证券化市场发行规模 野井

喷冶与多重利好政策密不可分遥 2018

年中国证监会尧中国银保监会尧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先后
发布 7大利好政策袁极大地支持和规
范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遥

在房地产领域袁2018 年 4 月 25
日袁中国证监会尧住房城乡建设部联
合印发叶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
化相关工作的通知曳袁 对开展住房租
赁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条件尧政策优先
支持领域尧资产证券化开展程序等作
出明确规定遥这一新政策为住房租赁
资产证券化发展带来良机遥

在资产管理领域袁2018 年 4 月
发布的叶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
业务的指导意见曳(即野资管新规冶)袁对
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期限错配尧 净值
化尧多层嵌套等方面作出豁免袁利好
资产证券化投资遥

在信贷 ABS领域袁2018年 8月袁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叶关于进一步做好
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
通知曳袁提出积极运用资产证券化尧信
贷资产转让等方式袁 盘活存量资产袁
提高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遥这一新政
有助于提升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参
与主体的积极性袁推动信贷资产证券
化市场持续快速发展遥

在国企改革领域袁2018 年 9 月

发布的叶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约束的指导意见曳提出袁积极支持国
有企业按照真实出售尧 破产隔离原
则袁 依法合规开展以企业应收账款尧
租赁债权等财产权利和基础设施尧商
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或财产权益为
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遥这意味
着国有企业去杠杆使用 ABS工具成
为可能遥

在小微企业领域 袁2018 年 10
月袁交易商协会发布新版叶微小企业
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引曳
(2018版)袁大力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
发行微小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遥新
政策更加有利于微小企业低成本融
资袁 可以进一步降低微小企业成本袁
增强对微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的金融
服务遥

防控风险持续野加码冶
在看到诸多利好之余袁资产证券

化领域暴露的风险也不容忽视遥 2018
年以来袁 各地证监局开出多张 ABS
罚单袁 涉及中介机构提供虚假材料尧
未履行重大事项告知和信息披露义
务尧 未按约定归集基础资产现金流尧
侵占损害专项计划资产尧内部控制制
度不健全尧尽职调查不充分尧担保承
诺函伪造尧未对基础资产进行审查和
存续期管理等多方面风险遥

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袁2018
年 5月至 12月间袁 监管部门先后发
布叶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
理指引(试行)曳叶资产证券化监管问答
(二)曳叶融资租赁债权资产支持证券挂
牌条件确认指南曳等多项新规袁严格
规范野通道冶业务袁强化信息披露和信
用风险管理袁优化资产支持证券的业
务规则遥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结构
融资部副总经理马延辉认为袁我国目
前资产证券业务分为企业 ABS尧ABN
等多种形式袁监管部门尧基础资产和
交易场所均不同袁目前尚无统一监管
法律袁需加快顶层设计袁建立健全统
一的法治化监管体系袁避免监管套利
风险遥 林飞

普益标准联合西南财
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
近日发布的 叶银行理财市
场系统风险性报告(2018)曳
(以下简称叶报告曳)显示袁总
体来看袁 我国银行理财市
场当前的系统性风险处于
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遥

叶报告曳指出袁从构成
银行理财市场系统性风险
的三大来源方看袁自 2017
年第四季度以来袁 受宏观
经济减速和资本市场波动
影响袁 银行理财资金投向
方的风险水平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上升袁 但资金来源
方风险水平低位徘徊袁同
时监管部门对于资管市场
特别是银行理财市场的强
力监管袁 使得银行理财机
构的风险水平持续下降遥

具体来看袁2013 年初
至 2016年初袁由于投资者
野羊群效应冶造成了资金来
源方风险上升袁 而债券市
场收益率下降以及信用风
险不断上升尧 股市泡沫涌
现等多因素出现导致了资
金投向方风险上升袁 银行
同业理财业务的迅速发展
导致银行理财机构风险抬
升袁 银行理财市场的总体
系统性风险水平呈现震荡
攀升态势遥

2016年初以后袁伴随
着一系列监管措施的出
台袁如叶关于银行业风险防
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曳叶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曳叶商业银行
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曳
等袁同业理财业务受限尧权
益类资产泡沫水平降低尧
刚性兑付有所减缓尧 期限错配不断修
正袁 促使银行理财机构风险下降遥 同
时袁 银行理财市场投资者越加理性与
成熟袁也使得资金来源方风险下降袁共
同推动了银行理财市场系统性风险整
体呈现逐渐下降趋势遥

未来银行理财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状况如何钥 野短期范围内袁如果没有强
有力的刺激政策出台袁 资金投向方的
风险水平仍将向高位缓慢攀升遥 同时袁
在资管新规尧理财新规尧理财子公司管
理办法的共同作用下袁 预计银行理财
市场的刚性兑付尧期限错配尧信息不透
明等痼疾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袁 资产同
质性和资产负债网络强度将会进一步
下降遥因此遥银行理财机构的风险水平
将会稳中有降遥 冶普益标准相关分析人
士表示遥

叶报告曳认为袁但受整体宏观环境
影响袁 预计投资者信心很难出现较大
幅度的提升袁 短期内资金来源方的风
险水平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遥 综
合来看袁预计 2019年的银行理财市场
系统性风险的总体水平将会呈现稳中
有升态势遥 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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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发行规模突破 2万亿元！

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保单勿忘定期“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