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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保监会明确工作重点
多举措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就维护国家金融
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
记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 日前，相
关金融部门纷纷召开会议， 明确了2017年
的工作重点，多举措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人民
银行表示，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着力增强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
三去一降一补”，
度，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
深化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同时，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 要防范跨境资本流
动的过度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
前提。 银监会表示，将深入排查银行业各类
风险，密切盯防重点领域风险，认真做好各

类专项治理工作。 证监会表示，当前要结合
资本市场实际，准确研判各种风险，逐项细
化分解。 保监会则明确，要突出责任担当，
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保险市场乱
象，坚持引导行业回归风险保障本源。
维护金融安全， 要确保管理部门把住
重点环节，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 为此，
2017年银监会提出加快健全现代银行公司
治理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6
项重点任务。 证监会表示，将始终保持依法
全面从严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协调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稳定发展和监管工作。
保监会表示，要切实强化监管，认真抓实当
前保险监管重点任务， 特别是要把近期出
台的监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目前，部分领域仍存在监管空白，急需
补齐监管短板。 银监会表示，将全面梳理银
行业各类业务监管规制， 尽快填补监管法
规空白， 补齐监管制度短板。 保监会也提
出，要梳理排查监管漏洞，弥补监管短板，
督促市场主体健全内控制度， 形成依法合
规经营的长效机制。
加强金融监管， 各部门既要做到守土
有责，又要统筹协调，形成全国一盘棋。 对
此，央行表示，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
强金融监管协调， 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
点。 银监会也提出，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
度，积极主动地参与监管协调。
（新浪财经）

惠誉保持太平人寿“A+”评级
近日，惠誉国际确认了对中国太平保
险集团及下属各子公司的相关评级，其
A+”，
中， 太平人寿财务实力评级保持为“
评级展望为稳定，这也是惠誉国际连续第
二年对太平人寿作出该评级。
惠誉国际在其评级报告中分析指出，
由于太平人寿专注于长期保障型寿险业

务的经营策略，其新业务价值增长依然强
劲， 且太平人寿偿付能力比率达到251%，
远高于监管要求的最低限度。 惠誉国际认
为，太平人寿仍然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最
大的收益贡献者。
太平人寿2016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接
近千亿，达943.64亿元，规模、价值实现双

增长，新业务价值增速位于上市公司前列，
业务品质优秀，个险、银保四项继续率指标
保持行业领先。
据悉，自2003年首次获得BBB+评级以
来， 太平人寿的财务实力评级已经过三次
上调。
（朱爱军）

泰康在业内率先应用企业级区块链技术
泰康保险集团采用的超级账本Fabric
企业级区块链解决方案，是专为企业级应
用打造，既有开源优势，又具备出色的可
用性和安全性。 泰康积分管理平台可以提
供以客户为中心的积分管理视图，从而在
根本上改善用户体验。 依托集团平台，泰
康各子公司能够建立各自的积分应用，同
时分别拥有一个专属的记账节点，在获得
更多积分兑换、交易场所的同时，也能够
保留自己的全部积分和用户信息。 区块链
的哈希加密和防篡改功能， 也为积分信
息、用户信息的安全提供了更高级别的保
障。 用户还可以通过积分平台跳转到京东
等多个在线兑换平台，直接用积分兑换电
子货币，省去了泰康保险集团与第三方兑
换平台的对账环节，使业务流程得到有效

简化，进一步提升了客户的使用体验。
泰康保险集团积分平台和泰康在线积
分应用的上线只是迈出了泰康区块链积分
应用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泰康保
险集团积分平台将接入更多子公司积分应
用；同时，将不断完善积分平台的云服务能
力，未来将为泰康保险集团大健康生态下
的各类机构，包括医院、养老社区、体检机
构等，提供积分管理能力，围绕积分场景助
力集团的大健康战略落地。
作为积分平台的建设团队，泰康保险
集团数据信息中心担负着引领整个集团持
续技术创新的重任，从保险业务的投保、保
全、理赔全流程电子化、移动化，到互联网
保险产品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全面深化
应用，再到泰康云中心成功投产，泰康保险

集团已经在当今技术变革大潮中率先起
步，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推动保险、资管、医
养与科技深度融合， 从技术上提升企业经
营效率，降低成本，为集团的战略落地提供
了强大的技术驱动引擎。
泰康保险集团助理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刘大为表示：“泰康保险集团积分管理平台
的上线， 是泰康保险集团探索将创新技术
应用于保险业务的旅程中的又一个标志性
事件。 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
泰康保险集团计划将区块链技术尝试应用
于泰康大健康生态内更多的场景建设，包
括健康管理、互助保险、供应链金融，黑名
单共享等。 届时， 区块链技术将有望在保
险、资管、医养等领域创造更多的价值！ ”
（李波）

保险业资产总量达16.18万亿
第二，坚持“保险业姓保”，业务结构有
所优化。从产险公司业务看，非车险业务占
比提升，其中企财险、责任险、货运险占比
分别较年初增长1.4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
和0.12个百分点；从人身险公司业务看，普
通寿险业务占比显著上扬，达57.57%，较年
初上升21.5个百分点； 人身险业务新单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9612.2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4.6%。
第三，资金运用比例持续调整，投资收
益平稳增长。一季度，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
额142403.5亿元，较年初增长6.34%。 其中
银行存款及债券余额70038.26亿元， 占比
49.18%，较年初下降1.51个百分点；在服务
国家战略大局、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
经济方面，投资比例持续加大，长期股权投
资 和 其 他 投 资 余 额 54443.4 亿 元 ， 占 比
38.23%，较年初上升2.22个百分点；股票和
证券投资基金占比与年初变化不大， 基本
在12%至13%这个区间浮动。 总体来看，一
季度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收益1856.28亿元，

自去年以来， 资金池问题就已经开始受
到监管层的严格监管和重视。 记者获悉，近日
监管层再次要求清理资金池类债券产品。
与此同时，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亦强调资
管业务和债券业务的风险。 记者获悉，李超在
4月份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六大点：正确
理解依法从严监管， 着力夯实行业的合规风
控基础，做好投行的服务工作，防范化解行业
风险， 维护市场稳定和稳步推进行业的创新
发展。

■抓紧整治资金池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 近期证监会约谈了各
大券商，要求清理资金池类债券产品。 多家券商人士向
记者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
“目的就是加强各类风险，不得错配资金池，严惩
违法违规，禁止监管套利。 ”一位券商人士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此次清理整治将由各地证监局督办。
其实债券风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暴露。 而资金池
通常存在期限错配，一旦风险暴露，会产生很大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近期
的内部讲话中就提到，要关注资管和债券行业的风险。
李超表示，从行业来看，资管类业务与债券类业务
是行业中最需要关注的两个潜在的风险点， 债券的杠
杆高，还没降下去，有些还在加杠杆。 资管类业务里面
异常层出，还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业务，比如说资金池业
务， 我们发现一起就要处理一起， 以维护行业健康发
展。 希望大家聚焦主业，聚焦主业，控制压缩通道业务。
“
基金公司高度重视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管理，债券
交易方面规则缺失，内部管控不严，监管忽视问题，所
以债券的行业问题很严重而且复杂， 希望各家机构能
够重视，更多的从防控风险的角度把握。 ”李超在会议
上表示。
李超提出， 过去证券公司资管业务中还有部分大
集合，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部分的大集合
产品中存资金池的问题，要抓紧清理整治。

■严肃监管、强化处罚成常态

一季度保险业成绩单出炉：

保险行业2017年一季度成绩单昨日出
炉。 总体来看，保险市场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业务结构得到优化，资金运用收益平
稳，行业防控风险能力增强。
具体来看，一季度，保险行业共实现原
保险保费收入15866.02亿元 ， 同 比 增 长
32.45%。其中，产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分别
同 比 增 长 12.69% 和 37.24% ； 赔 付 支 出
3305.01亿元，同比增长14.31%；保险业资
产总量16.1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04%。
进一步剖析数据可了解，一季度保险
市场运行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保险业务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
有所放缓。 分险种看，财产保险业务中的
企财险和货运险业务分别结束连续17个月
和37个月的负增长， 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45.3亿元和27.39亿元， 同比增长2.58%和
8.38%；人身保险业务稳中趋缓，其中寿险
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1631.43亿元，
同比增长37.5%，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
入1599.82亿元，同比增长36.88%。

证监会肃清资金池类债券产品
防范化解行业风险

同比增加470.81亿元，增长33.98%；资金运
用平均收益率1.33%，同比上升0.13个百分
点。
第四，惠民生效果显著，“稳定器”作用
进一步发挥。 从服务“
三农”和助推脱贫攻
坚看， 农业保险参保农户4474.88万户次，
提供风险保障4873.71亿元，受益农户户次
694.79万，同比增长36.92%；支付赔款65.02
亿元，同比增长57.05%。 大病保险业务赔付
支出80.7亿元，同比增长38.1%，受益人数
157万人，同比增长35%。
第五，互联网创新业务活跃，新兴业态
快速发展。 一季度， 互联网保险签单件数
19.58亿件，同比上升112.46%。 其中，退货
运 费 险 签 单 件 数 11.54 亿 件 ， 同 比 上 升
59.56%，继续保持高增速；责任险类业务签
单件数达1.98亿件，同比增长31.8倍；保证
险类业务签单件数达1.98亿件， 同比增长
13.3倍。 互联网保险公司共实现原保险保
费收入16.78亿元，同比增长175.3%，发展
势头较好。
（新浪财经）

李超在会议上指出，近年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埋
下了不少风险隐患，所以近期工作的重点是防控风险。
行业出现积极变化说明措施是有效的， 所以应当继续
实施，稳中求进。
2016年开始监管的力度比较大，但是严肃监管，
“
强化处罚力度会成为常态。 ”李超表示，从严也不是非
法的从严，全面是要覆盖到以前没有覆盖到的地方。 机
构应当适应这种状态，
“
依法全面，从严监管”是今后监
管的新常态。
李超表示，证监会的监管是为了更加健康、更加规
范的发展。 对多数的机构而言，下一步更多的应该放在
打好基础上。“
很多基础是不牢的，甚至缺失的，这时候
不要要求创新。 行业里面发展比较健康，风险合规比较
到位的领头机构， 可以在发展创新上给予一定的政策
倾斜， 但是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 实施差异化的监
管，推动行业特色化经营。 ”李超在会议上表示。
对于证监会本身，李超指出，监管部门最基础的工
作就是监管。“
证监会正本清源，树立规范机构业务体
系和组织体系， 严格规范各种盲目追求规模， 偏离主
业，以钱炒钱式的伪创新，着力纠正行业发展的偏差，
回归主业， 加快推进行业规范体系， 提高行业自我能
力，加大监管力度。 ”李超表示。
（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