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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广告Finance

“钱”沿看台
Qian yan kan tai

E

◆导报记者 戴岳 济南报道

近日，银保监会召开偿

付 能 力 监 管 委 员 会 工 作 会

议，分析研究了2019年第二季

度保险业偿付能力和风险状

况。经济导报记者发现，保

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2019年一季度首次实现正增

长，二季度再次正增长，可

见保险公司整体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不过，尽管偿付能

力充足率总体是上升的，但

也有部分公司出现下滑，财

险公司较寿险公司下滑更为

突出，且多为中小险企。

银保监会方面表示，保

险业总体运行平稳，业务稳

中有进，杠杆率稳中有降，偿

付能力充足率保持在合理区

间，风险综合评级结果稳定，

风险总体可控。

银保监会将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增强忧患意识，

把握长期大势，加强保险业偿

付能力监管和风险防控，推动

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有所提高

从银保监会偿付能力监

管委员会工作会议透露的数

据来看，2019年二季度末，纳

入本次会议审议的178家保险

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7%，较上季度上升1 . 7个百

分点；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为234 . 8%，较上季度上升1 . 4

个百分点；财产险公司、人

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综

合 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278 . 8%、240 . 1%和309 . 9%。

事实上，自2016年偿二代

实施以来，保险业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就呈下降趋势。

2017年第二季度之前，下降速

度略快，每季度平均下降5 . 5

个百分点。2017年第二季度之

后，下降速度明显放缓，每

季度平均下降2个百分点。

2019年第一季度，保险

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首次

上升，改变了过去行业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持续下行的趋

势。2019年二季度再次实现正

增长。

“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回暖，主因是监管部门经

过多措并举、集中治理，保险

业激进经营和市场乱象得到有

效遏制，中小险企依靠中短存

续期理财产品快速扩张的模式

难以继续，保险行业市场集中

度回升。”一位险企人士对经

济导报记者表示。

不过，尽管偿付能力充

足率总体是上升的，但也有

部分公司出现下滑。具体来

看，74家寿险公司中，43家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较一季度

下滑；而披露数据的83家财险

公司中，57家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较一季度下滑，财险公

司 较寿险 公 司 下 滑 更 为 突

出，且多为中小险企。

针对财险公司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下滑更为突出的现

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教授、保险研究室副主

任朱俊生表示，在商业车险费

率改革的背景下，中小险企

受到的挤压更大一些。

此外，今年整个财产险

市场的增速相对放缓，承保

很多都是亏损的，经营状况

不是很好，对偿付能力造成

了影响。

百年人寿偿付能力

风险显现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二季

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300%

以上的险企为52家，200%-300%

的有77家，120%-200%的有46

家，100%-120%的有1家，100%以

下的有2家。

具体来看，综合偿付能力

充足率高于200%的险企占比达

72 . 5%；而低于100%监管线的

有2家公司，分别是中法人寿

和长安责任保险，其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均为负值，分别为

-10425 . 9%、-222 . 27%；低于

120%监管重点核查线的有1家

公司，为百年人寿，其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为111 . 61%。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恐怕是百年人寿。此前备受

业内关注的绿城接盘万达所

持的百年人寿股权一事在日

前宣告终止，原因是在约定

的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

内，没有收到监管部门的批

准。按照计划，绿城中国子

公司绿城房地产拟受让百年

人寿9亿股(持股比例11 . 55%)，

成为后者第一大股东。

数据显示，百年人寿偿付

能力风险在2017年就开始显

现，百年人寿2016年和2017年的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70 . 52%、

155 .17%以及128 .8%、118 .2%。

对此，百年人寿在2017年

年报中称，由于2017年投资项

目增加导致最低资本增加较

多 ,因此偿付能力充足率变化

产生较大变动。

2018年百年人寿的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和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分别为1 0 0 . 1 5%、

87 . 57%，依旧在下滑并逼近监

管红线。2019年一、二季度百

年人寿偿付能力依然不乐观，

上述两项数值分别为121 . 82%、

93 . 29%，111 . 67%、84 . 6%。

此外，百年人寿的净资

产降幅也较为明显，2015年至

2018年分别为86 . 27亿元、74 . 78

亿元、65 . 68亿元、40亿元。

部分险企净现金流

为负值

银保监会还发布了风险

综合评级数据。二季度，178

家保险公司中，有105家在风

险综合评级中被评为A类公

司，68家被评为B类公司，2家

被评为C类公司，2家被评为D

类公司。

与 上 季 度 评 级 结 果 相

比，二季度评为A类公司的多

了1家，评为B类公司的少了2

家，评为 C 类公司的多了 1

家，整体差别不大。

从净现金流方面来看，

178家保险公司中，74家净现

金流为负值。其中，寿险公

司中，净现金流为负值占比

较大。

“净现金流为负值，对

于转型中的公司而言将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朱俊生表

示，2015-2017年，部分寿险

公司销售了大量的3年期趸缴

产品，2019年是给付的集中

期，这些公司将面临较为突

出的现金流风险。由于部分

公司缺乏腾挪的空间，可能

会面临巨大的现金流风险。

为了防范现金流风险，

朱俊生称，保险公司要制订

有效的流动性应急计划，特

别是对于业务下降、退保和

满期给付等带来的流动性压

力，做好资金备付；要按照

偿二代要求定期开展现金流

压 力 测试， 做 好 现 金 流 预

测，提早制定应对预案。

银保监会为

保险关联交易立规矩

导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保

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严厉打击

通过违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

等乱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银保监会已于近日发布《保险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办法》明确了从严监

管、穿透监管的原则，建立事

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关联

交易审查和报告制度，突出重

点、抓大放小，重点监控公司

治理不健全机构的关联交易和

大额资金运用行为，要求保险公

司提高市场竞争力，控制关联交

易的数量和规模，从而达到提高

保险公司经营独立性，防止利益

输送风险的监管目标。

整体上看，《办法》从完

善关联方管理、加强关联交易

内控体系、强化关联交易外部

监督、加强关联交易穿透监管

和强化监管职责五方面对原有

制度进行了优化。 (韩宋辉)

外汇局取消QFII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

导报讯 我国金融市场对

外开放步伐再度加速，9月10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公告称，决

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投资额度限制。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取消

QFII和RQFII额度限制意味着

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

的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有

利于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进入

我国股债市场，预计将带来更

多境外长期资金。 (刘宇阳)

险企首次“踩点”

4家科创板公司

导报讯 随着2019年中报

的收官，险企也迎来了调仓换

股季。

据统计，下半年以来至

今，有68家险企对140家A股上

市公司进行调研，共调研380

次。值得一提的是，科创板开

市以来，已有多家险企“踩

点”科创板公司，包括航天宏

图、瀚川智能、杭可科技、华

兴源创。其中，7月底，华兴

源创迎来北大方正人寿、泰康

保险集团的调研；8月份，瀚

川智能迎来平安养老的调研，

航天宏图迎来中华联合保险的

调研，杭可科技迎来工银安盛

人寿、前海人寿、新华人寿3

家险企的调研。 (周尚伃)

保险业偿付能力回暖
178家险企中，只有中法人寿和长安责任保险充足率低于100%

导报讯(记者 姜旺)随着去年资管

新规正式落地实施，银行理财保本时代

的终结，结构性存款逐渐成为银行业

“吸金”的利器，一年多来，规模呈爆

发式增长。不过，经济导报记者注意

到，为达到揽储的目的，不少银行相关

产品中假结构性存款也未绝迹。

经济导报记者走访了济南一些银行

网点，理财经理介绍类似产品时大多会

表示，达到收益率下限的情况概率很

小，基本都能达到预期最高收益率，相

当于保本保息。

不过，监管层对此现象早有洞察。

今年5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23号文要

求，对银行理财业务排查，包括排查结

构性存款不真实，通过设置“假结构”

的变相高息揽储。这是监管部门首次提

及将对于“假结构”进行排查。

去年9月28日理财新规正式稿对结

构性存款定义、如何监管作出了具体规

定。根据理财新规第七十五条的规定，

衍生产品交易部分按照衍生产品业务管

理，应当有真实的交易对手和交易行

为。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

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

“一些没有衍生品交易资格的中小

银行是不能够发行结构性存款的，但也

有一些银行试图‘打擦边球’，这也是

未来监管部门排查的重点之一。”某国

有大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对经济导报记者

表示，个别仅具备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基

础类资格的银行为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

而事实上从事了非套期保值类交易。部

分银行虽然具备相应衍生产品交易资

格，但在制度规范、人员配备、系统支

撑、定价能力、风险管理等仍较为薄弱

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大量发售结构性存

款产品，潜在的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不

容忽视。

对于上述“假结构”存款现象，北

京银保监局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行应

确保所开展的衍生产品交易性质与本行

衍生交易资格相匹配，审慎涉足自身不

具备定价能力的衍生产品交易。应建立

和完善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管理机制，有

效识别和计量衍生产品交易所带来的市

场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或流动性风

险，严格控制各环节操作风险，并对结

构性存款中的衍生产品交易份额进行风

险隔离。应合理把控本行结构性存款业

务的总量和增速，确保业务体量与本行

衍生交易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

此外，上述地方银保监局也指出了

一些相关产品销售宣传方面的不规范行

为。比如，部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

宣传材料或产品说明书、风险提示书等

销售文本不严谨，未介绍所嵌入金融衍

生产品的交易结构，对产品风险揭示不

充分；部分银行营销人员在产品宣传推

介过程中片面强调结构性存款的安全性

和收益性，使存款人对结构性存款挂钩

衍生产品的交易实质和交易风险认识不

到位。

理财新规落地一年

地方监管亮剑
“假结构”揽储

在任何领域，凡大成之作的

经典，总是在最瞩目的位置

正如城市的每一片热土，都

有一处耀眼的居所

立足于济南长清主城央心的

雅居乐锦城，恰是这样一个经典

之作，连接城市未来和繁华生

活，为长清带来全新品质生活的

想象

与心同筑 27载磨炼升级

读懂城市，读懂生活，方能

行至长远。作为筑造大师的雅居

乐，在步履全国的征途上，擅长

洞察城市的人居理想，让建筑成

为城市的肖像和缩影。雅居乐27

载匠心锤炼，海内外70余城恢弘

布局，凭借坚实的建筑品质，成

为城市梦想的筑梦人。

主城城央 构筑舒适生活圈

城央的轮廓没有衡量的标

准，却是城市繁华配套、资源集

聚的焦点。雅居乐锦城，择址于

长清主城核心地段，区域繁华汇

聚，坐拥长清最繁华的五峰路商

圈，周边商超、银行、公园、医

院环伺，全方位醇熟生活，尽享

便捷未来。

百年石麟 书香筑梦成长

匠造一城书香园境，让孩子

在翰墨人文中成长。雅居乐锦城

深谙当代人居对于好教育的诉

求，坐拥15年全龄段黄金教育资

源，于项目北侧配建15班制第二

实验幼儿园，孩子成长近无忧，

签约济南石麟小学，周边长清第

一中学、长清中学等汇聚，丰盛

人文配套，筑梦孩子锦绣未来。

园林礼序 定制雅乐人居

生活的丰盛，少不了自然的

盛景，园林是城市对自然最虔诚

的致敬。雅居乐锦城秉承建筑与

自然嵌合的理念，打造阳光健身

跑道、全龄儿童活动区、阳光草

坪、景观会客厅、亲子篮球场等

多功能区域，将绿动生命、社区

共享、轻奢宜居的3W—Life人居

景观体系与自然完美融合，建立全

龄段和谐共处的现代生活新领地。

轻奢样板 精筑人居时代

当城市向前，建筑也需要不

断迭代升级，满足每个家庭多元

化的生活需求。雅居乐锦城从

“一生乐活”的理念出发，在基

础化标准上创新升级，迭代长清

人居观念，打造建面约102-146m2

三房、四房轻奢样板，以精品高

层、臻稀小高层、轻奢洋房三种

业态，开启长清生活新篇章。

匠心臻装 成就精奢生活

将产品当成艺术，让质量成

为生命。锦城延续雅居乐锦城匠

心筑家的初心，以人性化舒居为

准则，将每个细节倾注点滴匠

心，打造雅致奢居。雅居乐锦城

甄选品质家装品牌，保障居家质

量，从细微处着手，细微到毫米

的臻装工艺，为居者带来更为舒

适的居家体验。

以匠心致敬时代，以臻心铸

就理想人居，雅居乐锦城于城市

繁华之上，悦见美好生活。

雅居乐锦城

建面约102-146m2轻奢样板

9545元/m2起 特惠争藏

品鉴专线：0531-83133333

项目地址：济南市长清区

五峰路与龙泉街交汇处

(晓岳)

雅居乐锦城
承27载匠心，打造长清人居理想范本

一些没有衍生品交易

资格的中小银行是不能够

发行结构性存款的，但也有

一些银行试图“打擦边球”

经过多措并举、集中治理，保险业激进经营和市场乱象得到有效

遏制，中小险企依靠中短存续期理财产品快速扩张的模式难以继续，

保险行业市场集中度回升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