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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注意了！未来货基或设 T+0 赎

回上限，提现额最高 1 万！ 

  日前有消息称，包括央行、证监会在内的监管部门

就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T+0 赎回提现业务制定了

新的政策要求。 

  近日，有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称，为有效控制市场

流动性风险，近期有望出台新规，将针对货币基金 T+0

快速赎回、提现业务实施限额管理。目前相关文件已进

入内部审批流程，有望于近期正式对外发布。 

  过渡期后 

  货基或设置 1 万元 T+0 赎回提现额度上限 

  据上述监管部门人士透露，新规将针对存量货基设

置一定过渡期，过渡期结束后，单只产品单日 T+0 赎回

提现额度上限或降至 1 万元。如投资者选择使用普通赎

回到账（T+1 日到账）服务，即转出资金在一个交易日

后到账，则不会存在额度限制，其他服务也不受任何影

响。 

  例如，一位投资者持有某货币市场基金 2 万元，且

该产品提供 T+0 快速赎回提现业务，若需赎回 5000 元

（1 万元以下），则投资者既可选择当日到账，也可选择

下一交易日到账；若需赎回 15000 元（1 万元以上），则

赎回款项一般在下一交易日到账。 

  该人士称，此举可能在短期内对部分投资者的投资

体验、取现习惯造成一定影响，但投资者不必产生恐慌

心理，产品的正常赎回申请（T+1 日到账）将不受任何

限制。 

  事实上，针对货基 T+0 业务的收紧此前已有先兆。 

  作为最大货币基金的余额宝在今年 5月中旬曾发布

公告，决定自 6 月 6 日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的快速

到账（T+0 日到账）额度，将由每日限额 5 万元调整为

单日单户 1 万元。转出到银行卡的普通到账服务（T+1

日到账）不受影响。从公开数据来看，余额宝户均金额

仅为 3000 多元，故调整对绝大部分用户的影响并不大。 

  而出台这一新规的重要市场背景，就是由于申赎灵

活、风险较低、收益平稳等特点，货币基金近年来广受

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 

上证指数 3120.46 -0.47 

深证成指 10349.07 -1.11 

沪深 300 3804.01 -0.76 

上证国债指数 164.64 0.00 

http://www.ab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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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欢迎，加之互联网销售平台的介入与推广，货币

基金规模快速增长，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提供了

较好的投资渠道。与此同时，由于部分机构存在以“实

时大额取现”扩张业务规模、风险揭示不足等问题，监

管部门对货币基金潜在的流动性风险日益关注，相关管

控也日趋严格。 

  新规将进一步强化货基流动性风险防范 

  正常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应在受理货币基金有效赎

回申请的下一交易日内（T+1 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并指示基金托管人按有关规定将赎回款项于

T+1 日内从基金托管账户划出，经销售机构支付给投资

者，即赎回款项一般在 T+1 日到账。T+0 快速赎回提现

业务是基金管理人为增强产品竞争力而推出的一项增

值服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投资者的资金运用效率，改

善了投资体验。在强化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前提下，对

T+0 赎回设定一定的金额限制有利于防范基金运作风

险，不会对投资者的现金使用需求造成压力。 

  上述人士称，新规的出台将延续监管部门防控金融

风险，回归资管本源的主体思路，符合市场总体预期，

有望进一步明确货币基金互联网销售、T+0 赎回提现业

务等方面的底线要求，促使 T+0 赎回提现业务回归“普

惠、小额、便民”定位，调整投资者对货币基金无限流

动性的预期，降低市场风险隐患。同时，在统一监管的

大资管时代，公募基金行业将正本清源，切实肩负起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责任与使命。 

（文章来源：和讯名家） 

 

 

 

 京津冀将申报建设自贸港  目前正

抓紧起草完善方案 

  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方案已经开始步入施工阶段。

《经济参考报》记者 29 日从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三周

年发布会上获悉，近日天津市委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了

落实《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的主要任务分工，并正式印发实施。天津自贸试验

区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分解细化为 128 项任务。 

  记者了解到，在打造升级版的布局中，围绕融资租

赁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以及服务京津冀协同等，成为天

津自贸试验区的主打内容。天津还将抓紧起草完善《中

国（京津冀）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业内专家指出，

伴随深改方案的落地，三大自贸试验区开启 2.0 时代，

将朝着高水平开放新平台的方向迈进。 

  天津自贸区深改细化方案出炉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

三个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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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工作需要，我们将深改方案分解为 3 大类 16

小类共 128 项改革任务，其中‘放管服’改革方面 25

项，投资贸易方面 48 项，金融方面 22 项，航运口岸方

面 15 项，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 18 项。”天津滨海新区

副区长、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张忠东在 29 日

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三周年发布会上说。 

  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创新亮点。其中，关于“放管服”

改革。深改方案提出“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探

索实行先建后验管理模式”，“自贸试验区内土地可以

按不同功能用途混合利用，允许同一地块或同一建筑兼

容多种功能，产业用地实行弹性年期供应”，“创新人

力资本入股办法”等有含金量的改革措施，可有效提升

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对市场主体的吸引力。 

  自贸试验区深改方案已经开始步入施工阶段。《经

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近日天津市委常委会已经审议通

过了落实国务院日前印发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

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主要任务分工，并正式印

发实施。 

  天津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也在 2.0 版本中明确了新

的任务。在东疆片区，以融资租赁为特色的金融改革成

效显著。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主任、自贸试验区管

委会副主任沈蕾表示，下一步，东疆片区将全面深化租

赁业改革，打造“东疆租赁 2.0 版”。探索融资租赁企

业税前扣除政策等内容，在离岸租赁和出口租赁等细分

领域持续发力。 

  中心商务片区将大力探索京津冀产业转移协同、贸

易便利化协同、创新驱动发展协同、监管协同、技术发

展协同的新机制；同时主动对接雄安新区开发建设，为

雄安新区对接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提供平台和通道。 

  外资开放是机场片区的一大亮点。机场片区将积极

争取航空维修产业扩大开放。包括进一步申请在外资干

线飞机维修领域，争取外资控股试点；在支线和通用飞

机维修领域，争取外商独资试点。 

  金改 30 条已全部落地 

  新金改蓄势待发 

  天津自贸区挂牌以来，持续释放开放红利。天津市

政府副秘书长、滨海新区区长、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杨茂荣介绍，截至目前，90 项改革任务、175 项

制度创新举措基本完成，累计新增市场主体 4.5 万户，

是自贸试验区设立前的 2 倍，注册资本超过 1.6 万亿元。

2017 年，三个片区在全市 1%的面积上，创造了全市 12%

的地区生产总值、10%的一般预算收入、四分之一的实

际利用外资额和三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额。 

  其中，在金融改革方面，“金改 30 条”准予实施

政策截至目前已全部落地，24 项措施成效显著，11 项

措施在全国复制推广。 

  关于金融财税政策，此次深改方案提出“探索在滨

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开展金融综合监管试点”，“支持

设立地方法人性质航运保险机构”，“研究两家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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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租赁公司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开展租赁业务”，“在

强化监管前提下，研究融资租赁企业税前扣除政策”，

“率先开展租赁产业配套外汇制度创新试点”等有含金

量的改革措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刘通午表示，深改方案中

涉及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金融改革措施牵头 12 项，配合

12 项。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利于推动天津金融市场双向开

放，激发市场主体生机与活力。 

  “金融资源只有与实体经济发展紧密融合，才能发

挥最大效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自贸

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郑伟铭说，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片

区未来重点要进一步加强产融合作平台建设，探索以产

业链金融为主体的产融合作模式。要围绕汽车、装备、

大健康、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根据其不同的

产业特点和融资需求，量身设计系统化的金融支持体

系，营造便利化的融资环境。 

  三大自贸区开启 2.0 时代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

位和鲜明特色。此次深改方案中，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

一个重点的方向。下一步，天津将加快打造京津冀高水

平对外开放平台。 

  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滨海新区区长、自贸试验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茂荣表示，下一步，将为京津冀地

区构建功能完善的跨境投融资平台。支持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租赁和保理项目开展跨境融资；面向国内外试

点发行京、津、冀地方政府债券等，提升自贸试验区对

京津冀区域跨境投融资服务功能。 

  今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

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以雄安新区为核心，建设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为津冀两地加强合作拓

展了更大空间。与此同时，记者还获悉，天津将积极申

报“京津冀自由贸易港”，定位于整个京津冀地区对外

开放的平台。 

  张忠东表示，立足京津冀，以中国（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为基础，规划建设自由贸易港，有利于深入实

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

带。“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相关研究。下一步，将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抓紧起草完善《中国（京津冀）自

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申

报建设。”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经济

参考报》记者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天津自贸区的特

色也是任务，与此同时，广东自贸区深改方案突出了两

区一枢纽相结合，福建自贸区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与两岸交流合作。总体而言，伴随深改方案的落地，

三大自贸区开启 2.0 时代，将朝着高水平开放新平台的

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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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新华时评：磋商，不等于反复折腾 

  美国白宫 29 日发布声明，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迅速作出回应，表示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中方都有

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

益。 

  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

识，并就经贸磋商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这一背景下，白

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令人出乎意料，这显然有悖于双方

共识。但似乎一切又在意料之中——特朗普政府的多变

和反复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几天前特朗普对“特金会”

的摇摆不定和戏剧性变化就是一个例证。而他在中美贸

易摩擦中前后不一的表现更是其一贯做法。 

  特朗普政府的变化，恰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即将率

团来华进行经贸磋商。美方的出尔反尔，不管是为了增

加自身谈判筹码，还是为了争取国内选民支持，抑或是

其他考虑，都是在用任性透支国家信誉，将让美国在国

际道义上越发陷入尴尬和被动的境地。 

  我们期望美方不再冲动行事，但如果美方来硬的，

我们也不怕。中方的态度一如既往：我们不想打，但也

不怕打。尔欲战，我奉陪。对于美方声明，我们将听其

言、观其行，美方出台任何举措，中方都将不惜一切代

价，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磋商，虽不是一帆风顺，但绝不等于反复折腾，而

是要拿出诚意来务实沟通。中方将继续与美方代表团进

行务实磋商，希望美方也能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相向而

行，这是对两国人民最好的负责。 

（文章来源：新华网） 

 

 

 

 买卖基金有金额限制吗？ 

目前，我国对投资者申购开放式基金金额没有设定

上限；对于单笔投资来说，通常为 1000 元；对于“定

期定额”投资来说，一次申购下限一般为 500 元，最低

的有 1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