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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6 日从中国银

保监会获悉， 日前召开的 2019 年银行

业和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提出，要

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下大力气

补齐监管短板，把防范系统性风险与服

务实体经济更紧密结合起来。

银保监会表示，当前银行业保险业

风险总体可控，但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 要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

进一步遏制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有序化

解影子银行风险， 依法处置高风险机

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推进

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

银保监会表示，要下大力气补齐监

管短板，做到远近兼顾，标本兼治。 创新

和完善监管方式方法，做到审慎监管与

行为监管、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定量

监测与定性判断、前瞻预判与持续防控

以及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动态

前瞻把握好工作节奏与力度，真正提升

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

防范系统性风险是实体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银保监会表示，

要通过有效监管防范化解各类经营风

险和防止局部风险扩散蔓延，维护金融

市场稳定，同时推动房地产长效机制建

设，促进国际收支总体平衡。

服务好实体经济是防范系统性风

险的根本举措。 银保监会表示，要稳步

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妥善处理防风险与

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 有效增加资金投

放和融资供给，积极支持国家重大战略

实施，扎实推进普惠金融，助力打好脱

贫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大力支持民营企

业和小微企业，在信贷供给增加的基础

上保持融资成本处于合理水平。

改革开放方面， 银保监会表示，要

坚定不移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开放，着力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优化金融机构体

系，支持直接融资发展，推进市场化兼

并重组，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开放，加快

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金融体系，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高水平

开放新格局。

银保监会：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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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日经济新闻报

道，上任仅三年半的时间的安华安华保

险董事长李富申，在2019年的新年之际

遭到罢免。 安华保险相关人士对记者表

示，李富申被罢免后，公司成立了工作

小组，目前是张韧锋代理董事会临时负

责人，但最终人选的确定，还是会结合

股东方、经营状况、公司内部治理等多

重因素，也不排除监管层介入。

李富申在任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安

华保险的经营业绩有所放缓，而公司名

声也曾遭受不利影响。

首先， 安华保险近两年负面不断。

2018年初， 一封匿名信被媒体曝光，让

该公司站上了风口浪尖，虽然后期安华

保险方面针对此事给出了回应，但这件

事对于公司声誉的影响却在持续。

其次， 在经营方面，2015~2018年

间， 安华保险的保费收入同比增速放

缓。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5~2017年，

安华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38.78

亿元、44.1亿元、 48.61亿元。

进入2018年，安华保险的保费收入

更是增长乏力。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1~11月， 安华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

47.66亿元。 针对保费增速放缓，安华保险

相关人士给出了两个原因：其一，公司在调

整业务机构，大力发展非车险业务、压缩车

险业务，所以保费增长受到影响；其二，由

于增资迟迟落实不了， 为了满足偿付能

力要求，公司业务开展受限。 据知情人

士介绍，为了满足偿付能力要求，安华

保险很多业务都分保出去了，这其中不

乏一些利润空间较大的业务。

股东意见不统一，增资就始终难以

落地。 据安华保险内部人士介绍，李富

申被罢免后，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张韧锋

暂时代理董事会临时负责人。 公开资料

显示，李韧锋曾任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丰华金属纳米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哥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部高级经理、董事总经理等职。 目前还

担任安华佳和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炽聚投资管理

（上海）

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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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证券报报道，

为满足偿付能力要求、寻求业务规模的

扩大， 险企正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补

血”。 上证报记者统计发现，去年年初以

来已有近 30 家险企合计增资、 发债规

模近千亿元。 从增资方式看，险企不再

单单依赖股东直接出资、 次级债等工

具，资本补充债券成为“新宠”。

“目前， 险企补充实际资本可以采

取多种方式， 包括增加盈利和留存收

益、增发普通股和优先股，以及发行有

转股性质的长期债务

（如次级债 、资本

补充债、次级可转换债 ）

和应急资本协

议等。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保险与社保

研究室副主任王向楠表示。

从去年险企“补血”方式来看，去年

初至今，股东直接注资的险企有 19 家，

增资金额为 437.5 亿元。其中，增资超过

10 亿元的险企有 11 家。 最引人关注的

是人保财险、 中邮人寿和大地财险，这

三家险企采取股东直接增资的方式，分

别增资 74.14 亿元、50 亿元和 46.9 亿

元。

此外， 资本补充债券替代次级债，

已成为险企发债“补血”的新选择。 去

年， 已有 8 家险企获批发行 10 年期资

本补充债券，总计不超过 495 亿元。 其

中，中国人保及其子公司人保寿险获批

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规模最大，合计不

超过 300 亿元。

比较来看，2017 年仅有 3 家险企获

批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合计规模不超过

170 亿元。

此外，与以往大险企偏爱资本补充

债券不同的是，有中小险企开始利用这

一渠道来补充资本。 如去年农银人寿获

批发行不超过 35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

英大泰和财险获批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

资本补充债券。

发行资本补充债

券的主体和规模都在

不断增加。 近日，中国

人寿也发布公告称，银

保监会同意该公司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开发行 10 年期可赎

回资本补充债券，发行

规模不超过 350 亿元。

为何险企日渐青

睐通过发行资本补充

债券来“补血”？ 有投行人士分析，发行

资本补充债券的门槛高，在央行的监督

管理下，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

易，险企无需付出流动性溢价，融资成

本较低、流动性大，同时交易灵活，投资

者认购更加活跃。

但是，并非所有险企都能获得发债

资格。《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有

关事宜》规定，申请公开发行资本补充

债券的险企必须满足 5 项明确的要求：

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连续经营超过 3

年，上年末和最近一季度净资产不低于

10 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00%，

最近 3 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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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继续引

领全球保险市场增长， 未来 10

年， 中国的保费规模将每年增长

14%。 随着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中

外险资竞争将在更高更深层面上

展开。未来哪家公司发展更快，在

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技术， 包括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谁

运用得好谁就更有胜算。

1 月 11 日，中国银保监会新

闻发言人肖远企在其近期重点监

管工作通报会上透露了今年金融

业对外开放的最新意向。他说，今

年将研究新的开放措施， 使开放

范围更广、力度更大一些。特别要

让一些有专业性的外资机构进入

市场， 让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合规

经营意识比较强的外资机构补充

金融体系的不足， 促进相互之间

共同成长。

“实际上，与外资同台竞技早

在 2001 年‘入世’时就开启了，我

国保险业已习惯了在开放中生

存，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 ”

中国人寿一位资深人士这样对记

者说。

资料显示，2001 年根据我国

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保险业比

其他金融行业提前 2 年全面对外

开放。到 2004 年底，已有 14 个国

家和地区的 37 家保险公司进入

我国保险市场。 2012 年，交强险

业务对外资非寿险公司开放，这

意味着中国保险业在更高领域和

更深层次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竞

争与合作， 我国保险业基本实现

了全面对外开放。 2018 年，我国

保险业对外开放更是实现了新突

破。

不少专家认为， 新一轮开放

对我国保险的影响大概有五方

面。一是保费快速增加；二是竞争

加剧；三是经营模式转变；四是保

险公司对人才的需求增加； 五是

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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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生认为， 我国保险业过去取得

的成就， 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

带来的，不是保护的结果。朱俊生

认为， 开放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

险， 但不开放不利于促进保险市

场竞争， 不利于推动保险市场深

层次改革，风险更大。

据经济日报

外资控股保险公司

将陆续登场

安华保险董事长李富申被免

资本补充债券成险企“ 补血”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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