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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调解模式获法院“
认可”

广东金融纠纷调解走出新模式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梁 海 祥 ） 在中国人
民银行广州分行日前组织的采访活动中，
信息时报记者从佛山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协会了解到， 金融纠纷通过协会调解的模
式， 自该协会成立以来已成功调解案件金
额超310万元，为广东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建设提供了典范。

三部门发文推进解机制建设
今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全面
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以下 简 称 《意见 》）。
《意见》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案
件范围、 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做出规
定，指出，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因金融业务
产生的合同和侵权责任纠纷， 可以向金融
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经金融纠纷调解
组织调解员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
有民事合同性质。 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的
具有明确给付主体和给付内 容 的 调解 协
议，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案例：

协会调解模式获法院
“
认可”
据悉，早于2013年8月，佛山市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协会正式成立， 当天协会与禅
城区人民法院建立金融纠纷联调机制。
2014年6月，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与佛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
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 2019年1
月，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佛山中院、
协会联合成立“
佛山市金融消费纠纷诉调
对接工作室”。 2019年6月，协会作为“特邀
调解组织”加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禅城
区人民法院的诉前和解中心。 2019年9月，
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同意协会设立佛山市
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进一步增
强了协会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019年11月，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禅
城区法院指导协会召开诉调对接工作推动
座谈会， 会议确定了三大类案由作为调解
前置的案件类型。
据介绍， 目前协会组建起了一支涵盖
律师、记者、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等在内的调
解员84名，专职办案人员2名，法律顾问律师
团队2家的专业化调解队伍。协会成立以来，
共受理调解案件12宗，成功调解9宗，司法确
认2宗，主要涵盖银行卡盗刷、信用卡还款、
消费贷款等业务，涉及金额超310万元，有效
节约了当事各方的时间及资金成本。

银行拒绝终止代扣物管费？

2019年4月15~22日， 佛山市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协会接收到4宗投诉同一银行拒绝统一为
小区业主取消前物业公司代扣物业费的案件，
希望协助处理。
协会考虑到此案涉及业主达500人，每月涉
及金额超47万元， 要求银行提供拒绝取消代扣物管费的相关依据、查
清事实并派员至协会参与现场调解。 协会在了解到另一家代扣Z银行
已为其终止代扣业务时，决定抽取Z银行调解员参与此次案件调解。 另
一方面，就案件细节与律师多次沟通，听取专家意见。
4月24日下午，协会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调解。 经调解员进一步引
导，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自4月1日前，银行终止前物业公司代扣管理
费且同意无需剩余业主去网点办理委托终止手续，并现场签署了调解
协议。

活力工行在广马赛场绽放光彩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梁 海 祥 ） 昨日，广
州一年一度的国际体育盛会 2019 广州马
拉松赛在天河体育中心鸣枪开跑。 中国工
商银行广州分行是 2019 年广州马拉松赛
事的唯一银行业合作伙伴， 连续两年成为
广州马拉松赛事支持商。 据悉，今年广州工
行特别为赛事组成了 100 余人的“广州工
行跑团”，加入到 3 万人的广马参赛队伍中
同台竞技。 此外，广州工行特别组建了 800
人啦啦队助威团，在沿途设置的 10 个助威
点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
为纪念 2019 广州马拉松赛事的顺利
举办， 广州工行面向广马跑友推出全国首
创 的 特色 服 务 ——
—个性 化定 制 卡 面 借 记
卡，来自全国的跑友，只需在指定网页自行
上传包含广马元素的个性照片， 等待照片
审核通过后， 便能用这张相片制成专属的

借记卡，并由广州工行邮寄到家，为跑友们
纪念广马精彩瞬间，打造独一无二的回忆。
据统计，本次广马共有近 12 万名跑友
报名参赛，其中，除中国内地外，还有来自
43 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 4000 多名， 较去
年增幅达 32%。 今年广州马拉松赛还同样
吸引了众多高水平选手参与报名， 其中马
拉松项目完赛时间在 4 小时时段以内的报
名选手人数较去年增长 45%。
广州工行一直热心参与、 支持马拉松
运动， 旨在引领全民健身、 全民奔跑的热
潮，助力国民体质的提升，充分体现了工商
银行作为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与
此同时，“
2019 活力工行”秉承着“每一步，
与你同步”的宗旨，系列主题活动已成为广
州工行全力支持“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
创新名片和品牌。

上投摩根总经理王大智：

打造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展望未来十年，核心资管机构
的信心更足。 日前，上投摩根总经
理王大智表示，未来十年有两大趋
势十分确定：坚定看好中国、外资
持续增配 A 股。 在这样的趋势下，
作为扎根中国 15 年的合资公募基
金，“上投摩根将以更全球化的视
野、连接中国与世界，为更多投资
者提供全面资产配置解决方案”。
据悉，王大智是在参加由金融
界主办的
“
第四届智能金融国际论
坛”上发表以上观点。 王大智表示，
展望未来十年中国市场有两大确
定性的趋势， 第一是坚定看好中
国。 无论是考虑经济增长的韧性与
速度，还是资产配置的角度，中国
都是全球范围内无法代替的绝佳

投资机会。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和市场加速对外开放，外资将会
成为中国市场最重要的增量资金
之一。 作为扎根中国 15 年的合资
公司，上投摩根将依托外方股东摩
根资产管理在全球的资源，结合对
中国市场的深耕，持续引入并实践
来自海外的经营模式、投资理念和
创新产品。 未来，上投摩根将继续
扮演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角色，以更
全球化的视野，服务广大的国内投
资者， 为资管行业的发展做出贡
献。 王大智强调，随着“外资流入”
趋势越来越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
也将越来越和外资的投资与管理
理念接轨。
文 / 梁海祥

融通基金刘富荣：

全球资产配置亮点在中国
12 月 5 日， 在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
“创新
与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
—2019
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融通基金
国际业务部投资总监刘富荣认为，
海外配置难度将会提高，最好的投
资机会在中国市场。
在谈及资本市场对方开放的
变化及感受时，刘富荣指出，以往
外资和内地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文
化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对
透明度的要求不太一样，他们这几
年和外资交流的时候提高投资决
策、回报贡献归因和如何达到持续
的超额回报等方面的透明度，把他
们的服务提高到国际顶尖水平，并
提高外资对中国市场的独特风格
的理解。
刘富荣分享了关于大类资产
配置的看法：
“关于美国资产，我们
认为美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美国
政治风险越来越高，从美国总统选
举、白宫内部、特朗普总统与国会、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斗争将会进入

白热化状态。 而我们跟市场看法不
同的是我们认为美联储降息空间
有限，因为美联储在历史上的大选
年总会保持政治中立，所以利好美
国资产的因素都可能已经体现了，
因此我们认为应适度回避美国增
长股、高动量股及高波动率股， 并
且增加对价值股的关注。 在股票
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关注受益于内
地政策红利的行业， 寻找高增长、
高质量的龙头企业包括科技、 医
疗与消费行业， 规避增长空间及
想象力有限的成熟企业， 如香港
本地行业， 也就是要规避一些人
经常强调‘港股估值处于历史低
水平’ 的‘价值陷阱’。 在债券方
面， 我们认为可以关注短期的中
资美元债及中期的欧洲银行永续
债及保险公司的永续债， 因为通
过基本面研究， 中国企业债相对
新兴市场的债会更稳并会有更高
的收益， 而欧洲银行资本充裕，
其永续债值得关注。”
文 / 梁海祥

兴全再推浮动费率产品
继兴全新视野之后，兴全基金
近日再度推出旗下的第二只浮动
费率公募基金产品——
—兴全社会
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下 称
“兴全 社 会 价值 基 金 ”）。 据了解，兴
全社会价值基金将于 12 月 23~24
日发行，由公司投资总监谢治宇信
心担纲， 整体募集规模将限制在
30 亿元。
经过数月筹备，今年的首批 6
只浮动费率基金在 11 月底最终获
得证监会的批文，兴全社会价值基

金就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兴全社
会价值基金是一只偏股混合型基
金，股票仓位在 60%~95%。 相对于
传统的产品而言，兴全社会价值基
金固定管理费率仅有 0.8%/年，业
绩报酬按照投资年化收益率高于
8%的部分为基准进行 20%的计提。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浮动费率
基金产品将管理费与业绩挂钩，一
定程度上，基金管理人的业绩贡献
高则收费多， 业绩贡献低则收费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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