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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万达交易后 万达城变更注册资本
近期，融创中国宣布将收购万达旗下 13
个文旅项目和 76 家酒店引关注。根据双方
约定，万达需要在 8 月初准备好交易资产的
过户转让所需手续。
记者发现，双方的部分交易标的“万达
城”早在今年 6 月就已经产生工商变动，截至
7 月 13 日，万达旗下位于无锡、南昌、桂林、合
肥、重庆 5 家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工商
信息发生变动。

多家“万达城”近期变更工商信息
据融创中国此前披露的交易信息，融创
房地产（融创全资子公司）将收购万达旗下的
含西双版纳、南昌、合肥、哈尔滨、无锡、青岛、
广州、成都、重庆、桂林、济南、昆明、海口 13
个地方的万达文旅项目，收购宁波万达索菲
特酒店、青岛万达艾美酒店等 76 家酒店项
目。
记者 7 月 13 日通过天眼查发现，万达旗
下位于无锡、南昌、桂林、合肥、重庆 5 家公
司，6 月以来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内容发
生变动。
6 月 7 日，无锡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均发生变更。
法定代表人由此前的丁本锡变更为齐界，注
册资本由原来的 40 亿元降低至 5 亿元。经营
范围上也在原本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基础上
增加了“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经营”。此外，
南昌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 6 月 9 日在经营范
围中增加“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
。
7 月 11 日，也就是融创发布收购信息后

的第二天，桂林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合肥万
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就对注册资金、资金数额
等项目进行变更，由 5 亿元注册资本分别增
加至 15 亿元、20 亿元，合肥万达城投资有限
公司还在经营上增加了部分业务。
7 月 12 日，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也
变更工商信息，注册资本由原本的 5 亿元增
加至 30 亿元，经营范围上特意增加“房地产
开发（凭资质证执业）”。而 6 月刚刚变动工
商信息的无锡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又再次增加至 40 亿元。
按照约定，双方签署合同当日，融创需要
向万达支付人民币 25 亿元定金，截止到 7 月
31 日，万达要配合融创对上述项目公司和另
外的 76 家酒店做尽职调查，并且签署正式协
议。
在签署正式协议 3 日内，也就是说不会
晚于 8 月 3 日，万达就必须开始准备目标酒店
资产转让过户所需要的所有手续，融创则尽
快推动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万达仍将管理万达城 20 年
6.5 亿/年

费用

据了解，上述 13 个万达文化旅游项目包
括万达文化旅游城和配套可供销售住宅等业
态的综合地产项目，简称万达城，总建筑面积
合计约为 5897 万平方米，其中，自持面积约
为 924 万平方米，可售面积约为 4973 万平方
米，可售面积约占总建筑面积的 84%。交易
完成后，融创持有万达城 91%的股权，万达持
有 9%的股权。即将收购的 76 家酒店均位于

央行：

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中等偏上”
央行日前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
查分析报告（2017）》显示，总体上看，全国
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平均分数为 63.71，属
于中等偏上水平，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有
待提升且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
金融素养包括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态
度、行为和技能，良好的金融素养有助于消
费者作出适当的金融决策，
降低系统性行为
偏差,提高金融市场参与度并降低金融风险。
2017 年央行第一次全面开展消费者金
融素养问卷调查，在每个省级行政单位随
机抽取 600 名金融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全
国共 18600 个样本。
本次调查显示，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
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均衡。具体体现为：东
部地区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高于中部、西
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金融素养要高于农
村居民，消费者收入与金融素养在 95%的
水平以上显著正相关。
因此,《报告》认为，要明确金融消费教
育的重点区域和群体,重视低净值人群，对
在校学生、边远地区贫穷人群、劳务流动人
口、妇女、残疾人等金融服务中的弱势群体
制定相关倾斜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消
费者教育专项活动,帮助其提高对金融产品
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提升
金融消费者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实现国
民金融素养的整体提高。
针对教育与金融素养的关系，
《报告》
显示，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是金融素养提
升最快的阶段，受教育程度与金融素养在
95%的水平以上显著正相关。
“学生时期是金融知识的启蒙阶段,对
塑造良好金融态度和培育正确的金融行

为、技能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建议，推进
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构筑常态化金
融知识普及教育阵地，可以在最大层面上
覆盖所有在校儿童和青少年，并让其在学
生生涯这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循序渐进地学
习金融知识，培养具有高水平金融素养的
未来公民，并且可以达到“教育学生、带动
家庭、辐射社会”的良好效果，是国民金融
素养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对金融素养水平
的作用不明显，表明性别不是影响金融素
养的重要因素。
《报告》认为，这可能得益于
男女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以及对女性受
教育权和就业权的有力保障。随着学历和
就业率的提升，女性的收入、储蓄也在不断
增加，并在家庭金融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不存在
对女性的金融排斥现象。
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消费者金融素
养问卷调查是一项应长期实施的基础性、
制度性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下发《关于建立消费者金融素
养问卷调查制度（试行）的通知》
（银办发
〔2016〕8 号），正式建立了消费者金融素养
问卷调查制度。通过长期、定期开展消费
者金融素养情况调查,动态掌握消费者金融
知识水平和需求，研究和分析金融消费者
行为特点的变化。调查结果可以度量以往
金融知识普及工作的有效性，是各相关机
构做好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工
作的基础依据。因此，应严格按照调查制
度长期、高效地开展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
调查。
（
《经济日报》
）

所在城市的核心地
段 ，总 房 间 22920
个。交易完成后融
创将持有上述酒店
100%股权。
融创在披露的
收购信息中称，融创
收购万达城后将由
融创独立营运管理，
融创委派常务总经
理 ，并 负 责 销 售 物
业。万达这边则会
委派公司总经理，并
在万达城名下设立持有物业项目部，由万达
委派项目部总经理，
负责持有物业的运营。
在针对万达城的发展规划上，新发展的
万达城文旅项目的产品定位、建设节奏、目标
成本由万达制定方案和计划，最后由融创审
批。
值得注意的是，13 个万达城的管理成本
由各地万达城项目自己承担及每个项目公司
每年需要向万达支付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管
理咨询费，
合同期限为 20 年。
这意味着，虽然万达城最终会属于融创，
但在前期管理上的重点还是由万达执行，同
时每年向万达支付的管理咨询费总额高达
6.5 亿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记者表
示，对于融创来说，这 13 个项目的可销售面
积虽然已经达到 84%，但这些项目位置偏远，
地价本身很低，能够吸引人关注的地方也是

在于有一定题材的旅游地产。
“不可售的 16%的旅游地产才是核心，拿
下这些项目的核心是看重这种文旅题材。如
果只是拿下来一卖了之，溢价率就会很低；这
些核心运营好，那么周围的可售面积价值会
翻倍。
”张大伟称。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却
表示，对于融创来说，本身在高端物业方面有
投资，如果可再售资产的类似产品是销售型
的，那么后续转手的可能性很大。
“ 对于融创
来说，类似的并购也带来很多酒店等资产管
理的业务。此类项目对于增加可售面积和提
高资产管理规模等都有积极的作用，也有助
于融创凭借较多的资产来进行后续新的融
资。
”
据融创披露，此次融创与万达项目合作
完成后，未来也将继续和大连万达商业在其
他项目上以及电影等领域进一步探讨和加大
合作力度。
（
《新京报》
）

多家银行社区支行为何关停

近期，一则“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社区支
行’关停”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记者调查了
解到，上述关停是商业银行的自主行为，目的
在于调整社区支行布局，将其向非一、二线城
市拓展，向金融网络相对不发达的乡镇地区
拓展，进一步下沉普惠金融重心。
所谓“社区支行”，是银行网点的一种特
殊形式，它设置在社区之内，定位于服务周边
居民，在营业时间、网点布局、业务范围等方
面均与传统网点有很大不同。
从业务范围看，社区支行主要经营理财
销售、个人贷款、财富管理、缴费结算，同时还
定期开展商户优惠、金融知识讲座等活动。
由于绝大多数社区支行不存在带着玻璃隔板
的“高柜”，因此不能办理对公业务，也不能办
理安全等级要求较高的人工现金业务，如现
金开户、大额取现等，其他业务则可通过自助
机具完成，如自助开卡、自助缴费、一定额度
的转账汇款等。
兴起于 2013 年，社区支行目前已走过 4
年的发展历程，其设立主体是中小型商业银
行，成立的初衷正是“普惠”两个字。
“ 之所以
鼓励中小银行设立社区支行，目的在于丰富
金融服务层次，通过专营社区，下沉网点重
心，增加个人客户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与大

型银行服务形成差异化互补。”中国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那么，为何部分银行近期却选择
关停北京地区的社区支行呢？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主要是银行自身调整
社区支行布局，向非一、二线城市，尤
其是金融网络相对不发达的乡镇地
区倾斜。同时，由于北京地区网点的
运营成本较高，出于经营策略考量，
银行选择关停部分业务量较小、盈利
能力较弱的社区支行。此外，从客户
习惯看，北京地区的个人客户更青睐
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路径，作为线下网
点，
社区支行的客户群体较狭窄。
中国民生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行目前
已在全国 90 个地级以上城市布局社区支行，
超过六成网点设立在非一、二线城市。近期，
该行在河北省邯郸市的观澜城社区支行已开
业，山西省运城市锦绣花城社区支行、铺安街
社区支行的设立申请也已获得监管批复。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社区支行实行升
级和优化。”上述民生银行负责人说，一是优
化网点位置、内部布局，升级改造软硬件，尤
其是在网点设施中融入更先进的高科技元
素；二是要继续完善社区支行的“财富管家”
服务，覆盖社区居民不同人生阶段的金融需
求，
为其提供个性化、一揽子的专业服务。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曾刚认为，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出
现了区域化、社区化特征。对于社区支行来
说，应以移动电商为切入点，为社区周边的商
户和居民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平台。具
体来看，可一方面加大手机银行功能开发，深
耕移动支付；另一方面增加服务场景，继续与
社区周边商户拓展业务往来，形成以社区支
行为纽带的社区商圈体系。
（
《经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