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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
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
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
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
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
现在这支红军。 ”上世纪 30 年
代，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
过在西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和
真情实感，写下了这样的话。 8
日，取材于埃德加·斯诺报告文
学《红星照耀中国》的同名电影
在全国上映。

《红星照耀中国》 讲述了
83 年前，一个美国记者怀着强
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 冒险深
入到陕北， 对西北革命根据地
进行实地采访， 第一次向全世
界揭示了“红色中国”的秘密，
并庄严预告： 中国共产党及领
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
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
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 照耀全
世界。

影片集结了李雪健、 李幼
斌和蒋雯丽等众多实力派演
员， 影片将西北的粗犷风貌和
南方的柔雅风情囊括其中，更
把战争场面的动人心弦和伟人
的迷人魅力淋漓呈现， 成就了
影片的恢弘气度。 /新华社

推动银行理财业务规范
转型发展

从业务范围看，中、农、工、
建、交五家大型银行发布的公
告都显示，理财子公司主要从
事发行公募理财产品、发行私
募理财产品、理财顾问和咨询
等资产管理相关业务。

“理财业务将迎来新旧模
式转换的历史交汇点、生态格
局的全面重塑期。 ”农业银行
董事长周慕冰说，发起设立农
银理财是农业银行贯彻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资管
新规系列监管政策、服务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理
财行业变化的重要举措。

设立理财子公司是推动
银行理财业务规范转型发展
的关键着力点。 业内人士分
析，资管新规提出禁止刚性兑
付、 产品向净值化转型等要
求，加速银行非保本理财从预
期收益向净值化管理转型，打
破刚兑，促使银行理财业务回
归本源。

设立理财子公司可实现
理财业务专业化经营，符合国
内外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趋势。

目前，除了六大行之外，招商
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兴
业银行等也已发布了获准筹
建理财公司的公告。 此外，更
多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
行、外资银行也在积极推进设
立理财子公司工作。

“相比理财专营事业部模
式，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
品存在着明显的优势。 ”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
刚表示，理财子公司实现了资
管新规提出的“公平竞争”原
则，在产品准入、销售分销和
投资管理等方面与公募基金
和资金信托计划站在了同一
起跑线上， 包括投资门槛、投
资范围等，加上银行固有的渠
道优势和信誉优势，理财子公
司必然会成为资产管理行业
中重要的参与者。

净值化转型对理财子公
司运营提出挑战

从落地情况看，各家银行
理财子公司一方面按照监管
要求落实存量业务的整改，另
一方面对标监管要求规范发
展新业务。 例如，在当天发布
会上， 农银理财推出了“4+2”

系列产品体系，包括推进理财
产品净值化转型的“现金管理
+ 固收 + 混合 + 权益”四大常
规系列产品，以及惠农和绿色
金融特色系列产品。 建信理财
重点规划大湾区资管业务，目
前新产品也已陆续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净值化转
型对理财子公司运营、管理能
力提出很高挑战。

“如果说以前发展依靠的
是监管套利， 比拼的是同业渠
道和销售，那么，未来金融资管
比拼的将是主动管理能力，业
绩为王。 ” 联讯证券董事总经
理、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分析。

“国际银行系资管的发展
经验表明， 银行理财市场既是
一个充分竞争市场， 也是一个
头部效应明显的市场。”农银理
财董事长马曙光说， 农银理财
将坚持稳健的经营风格， 在市
场竞争中积极寻求合作共赢。

建信理财董事长刘兴华
表示，理财子公司要立足于资
管产业链两端发力。 其中，在
资产端，理财公司要建立健全
覆盖宏观、策略、行业、企业的
投研体系，提高标准资产配置
比例，拓展权益、衍生品、另类

资产等高附加值资产，提高对
海外市场资产的覆盖度。 在资
金端，要依托母行、其他银行业
金融机构代销、互联网引流等
多种渠道， 围绕客户现金管
理、风险对冲、育儿养老等需
求， 用优质的理财产品供给激
活引导客户的资产管理需求。

“在推进产品转型和估值
体系的基础上，银行理财子公
司应结合投资管理能力和风
险管理能力的提升，构建真正
符合资管行业特点的盈利模
式，即改变传统银行理财以利
差为主的盈利结构，形成以管
理费用或业绩分成为主要收
入来源的盈利模式。 ”曾刚说，
通过产品管理、投资管理、风险
管理等经营模式的转变，最终
形成真正符合资产管理代客
理财本质、依靠投资研究能力
的盈利模式。

“归根结底，金融要为实体
经济服务，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周慕冰表示，农银理财
要充当好“四大角色”：实体经
济的“助推器”、合规发展的“排
头兵”、广大客户的“理财师”、
集团发展的“增长极”。

/新华社

五大国有银行理财子公司悉数开业
推动资管业务规范转型

暗红色木质书架沉稳大
气，精巧间隔出阅读、休憩、小
型会谈等区域； 专业医书和各
种文创产品琳琅满目， 一步一
景， 书香萦绕……走进曾获评
2018 年度全国“最美大学书
店”的中国医科大学红医店，浓
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我和朋友聚会都约在书
店， 特别喜欢这里的氛围。 无
论未来在哪里， 学校的书店里
都有我最年轻、 最难忘的时
光。 ” 临床医学系毕业生姚云
峰难忘在书店的美好体验。

2017 年以来，辽宁出版集
团联合辽宁高校积极推进“校
园书店”建设。 至今，已有沈阳
师范大学园丁店、 中国医科大
学红医店等 11 家校园书店进
入营业或试营业状态，还有 10
余所高校书店正在筹备中。
“校园书店”已成为高校思想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创新创业教
育等工作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刑警学院的校园书
店， 记者看到这里设专架展示
教师的科研及文学著作， 犯罪
心理作家雷米的作品就陈列其
中。 沈阳建筑大学学成店采用
三方合作模式， 与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合作， 最新的建筑类
书籍实时更新。

�“校园书店作为学校思想
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载
体， 为学校培养学生良好的阅
读习惯、 丰富师生校园文化生
活提供了重要平台， 对建设书
香校园、 营造浓郁读书氛围起
到了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沈
阳工程学院副校长王奇说。

�“大学校园书店也是一个
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平台。 ”
辽宁出版集团总经理张东平
说。目前，各校园书店均在显著
位置开辟出党政读物专区，第
一时间陈列和推广最新党建专
著与研究成果。2019辽宁省全
民读书节期间， 校园书店联合
发起“首届辽沈高校红色经典
读物阅读马拉松”活动，通过文
化名人讲座、手机摄影大赛、马
拉松阅读并撰写书评等互动形
式， 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吸引

了万名师生积极参与， 共收获
精品书评近万份。

推广文化活动、 设计校园
文创产品……校园书店还推出
大学生店经理培养计划， 成为
高校“双创”的新平台。“担任
店长助理后， 我在书店接触到
新零售行业的供应链和信息链
知识， 学习到管理一家现代化
店面所需要的管理常识， 收获
满满。 ” 沈阳建筑大学在校生
何礼航说。 目前，“盛文·北方
新生活” 校园书店兼职大学生

已占全部员工的 50%以上。
教育部近期颁布关于进一

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一校一
书店”，为辽宁大学校园品牌连
锁书店体系的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未来我们计划以每年超过
10 家的速度发展校园书店，最
终实现覆盖全省 115 所高校，
打造‘专、精、特、新’的校园文
化生活平台。”辽宁辽版图书发
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兴伟说。

/新华社

辽宁“校园书店”打造高校文化平台

暑期正值各类校外培训班
开课高峰。 记者 7 日从浙江省
宁波市教育局获悉， 当地将运
用记分管理办法对校外培训机
构进行信用监管， 对扣分累计
达到 12 分的培训机构依法依
规注销办学许可证， 并将名单
推送到宁波市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 同时依照相关规定将举办
者和法定代表人列入信用失信
人员名单。

据介绍， 校外培训机构信
用管理实行记分制， 总分 12
分， 按照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
性质程度分 5 个档次扣分。 其
中，一次性扣完 12 分的违法违
规办学行为共有 9 项， 包括办
学条件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
存在房屋、消防、食品等重大安
全隐患； 提交虚假证明材料或
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
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伪造、变
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
证；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
挪用办学经费或者跑路等。

对扣分累计达到 12 分的
校外培训机构， 教育行政部门
将对名单进行实时公布， 依法
依规注销其办学许可证， 并将
名单推送到宁波市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在“信用宁波”和市教
育局官网等平台上公布。此外，
该名单还将分别抄送宁波市场
监管、民政、人社、应急管理、税
务、建设等相关部门。

除违法违规办学行为一次
性达到 12分的，校外培训机构
其他扣分情况在规定时间内达
到整改要求的，可以进行销分。

记者了解到， 今年暑假前
宁波教育部门已对外公布了经
审批通过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名单。 宁波还定期委托第三方
开展诚信办学星级评估工作，
确保“培训机构质量家长上网
一查便知”。 /新华社

目前，6家大型银行均已获批设立理财子公司。 8日，中国农业银行全资设立的理财子公司———农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举办新产品发布会，
正式开业运营。 至此，建信理财、工银理财、中银理财、交银理财、农银理财五家理财子公司都已正式进入运营阶段。

《红星照耀中国》
全国上映

宁波建立
校外培训机构
信用记分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