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桂清 美编/制图：余永康 校对：黄虹

银行 /保险

2019.9.10��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B06

发

财

狮

子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李 晶

晶 ）

据银保监会官网消息， 近

日， 银保监会召开偿付能力监管

委员会工作会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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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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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付能力较为充足稳

定。 其中， 105家保险公司在二

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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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持续升温

首家非上市银行发行永续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今年

以来， 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持续升温。

9月6日， 根据中国货币网的公告消息，

渤海银行将于9月11日正式开始发行总

规模为不超过2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 成为国内首家发行永续债的非上

市银行。

渤海银行发行200亿永续债

根据渤海银行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

券发行公告， 本次债券计划发行规模为

200亿元， 发行期限为9月11日至9月16

日，债券最小认购金额为1000万元，且必

须是100万元的整数倍。 公告还指出，本

期债券的发行将提高渤海银行的资本充

足率，提升整体营运能力，并进一步提高

抗风险能力。

7月19日银保监会官网的公告指出，

已同意渤海银行发行不超过300亿元的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并按照有关规定

计入该行其他一级资本。 这次渤海银行

的发行规模为200亿元。

渤海银行2019年上半年业绩数据显

示，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达

10862亿元， 较年初增长5%， 存款余额

6638亿元， 较年初增加656亿元， 增幅

11%；贷款余额6391亿元，较年初增加737

亿元，增幅13%；营业收入134.45亿元，同

比增长10%，净利润达56.77亿元；不良贷

款率1.82%，较年初下降0.02个百分点；拨

备覆盖率为184.42%。

广发银行也获批发行永续债

不过，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的资

本充足率为11.5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8.6%。 记者翻

阅该行2018年年报， 渤海银行上述的指

标为11.77%、8.61%、8.61%， 三项资本充

足率指标都有所下滑。

自今年1月中国银行成功发行成功

首单400亿元永续债后，商业银行发行永

续债逐渐升温。在中行成功发行400亿元

永续债后，6月民生银行成功发行了400

亿永续债，票面利率为4.85%；同样华夏

银行在6月份发行400亿永续债，前5年的

票面利率为4.85%；7月份浦发银行则发

行了300亿永续债， 当期票面利率为

4.73%；7月30日， 工商银行公告表示，此

前获批发行的8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发行完毕。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中国货

币网的债券发行信息披露中， 包括除渤

海银行外，其他均为上市银行。

而推出发行永续债计划的非上市银

行，目前只有渤海银行和广发银行。 8月6

日， 银保监会的官网批准了广发银行不

超过5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

按照有关规定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上半年保险消费投诉合同纠纷占97.34%

车险理赔纠纷成投诉“重灾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日，

银保监会官网披露2019年上半年保险消

费投诉情况显示， 上半年银保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共接收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

费投诉48194件，同比增长0.61%。 其中，

保险合同纠纷投诉46911件， 同比增长

0.03%，占投诉总量的97.34%；涉嫌违法

违规投诉1283件，同比增长27.79%，占投

诉总量的2.66%。

车险理赔纠纷成投诉“重灾区”

据了解， 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理赔纠纷和销售纠纷两大类。 其中，理

赔纠纷投诉中，涉及财产险公司的投诉就

达到20028件， 占财产险公司投诉总量的

76.75%， 涉及的险种以机动车保险为主，

主要反映定核损和核赔环节的金额争议、

责任认定纠纷和理赔时效慢等问题。

其中， 财产险公司理赔纠纷投诉量

位居前十的公司分别为： 人保财险3848

件， 平安财险2427件， 太平洋财险1241

件，众安在线1106件，安心财险1102件，

大地财险1076件，国寿财险1013

件， 天安财险826件， 太平财险

724件，中华财险545件。

而涉及人身险公司的理赔

纠纷类投诉就达到5205件，占人

身险公司投诉总量的23.55%，涉

及的险种以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和

普通人寿保险为主， 主要反映责任认定

纠纷、理赔时效慢、理赔金额争议、理赔

资料烦琐等问题。

分红险人寿险销售纠纷投诉“高发”

销售纠纷投诉中， 涉及财产险公司

的投诉为2092件， 占财产险公司投诉总

量的8.02%， 涉及的险种以机动车辆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保证保险和健康保险

为主， 主要反映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投

保、强制搭售、夸大保险责任等问题。

而涉及人身险公司的销售纠纷投诉

达到9426件， 占人身险公司投诉总量的

42.65%。 其中，投诉量位居前十的公司分

别为：平安人寿2498件，太平洋人寿1005

件，中国人寿985件，新华人寿819件，泰

康人寿686件，阳光人寿440件，富德生命

422件，人民人寿265件，中美联泰249件，

华夏人寿221件。

统计显示， 投诉涉及的险种以分红

保险、普通人寿保险为主，主要反映夸大

保险责任或收益、 未充分告知解约损失

和满期给付年限、 未明确告知保险期限

和不按期交费的后果、 承诺不确定利益

的收益保证等问题。

105家险企

风险评级为A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央行官网日前公告，中国人民银

行定于2019年9月10日起陆续发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

念币一套。 该套纪念币共7枚，其

中金质纪念币2枚， 银质纪念币4

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

其中，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

额为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

双金属铜合金，发行数量为1.5亿

枚。 广东省

（不含深圳）

的分配数

量共计1250万枚， 其中首批次为

510万枚，第二批次740万枚。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

银行将在官方网站公布纪念币两

批次预约兑换网点和每个网点的

可预约数量。

据记者了解，广东

（含深圳 ）

的预约发行工作由工商银行承

担，根据工商银行广东分行的官

方微信指出， 该纪念币的预约时

间为9月11日至9月15日同时办理

两批次纪念币预约。 预约渠道包

括现场预约和线上预约， 现场预

约客户可到工行指定网点现场

办理预约，而线上预约可以登录

工行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办

理预约。纪念币面额为10元，等额

兑换， 每人预约、 兑换限额为20

枚。

第一批兑换期为9月19日至9

月23日营业网点的营业时间。 第

二批兑换期为10月25日至10月30

日营业网点的营业时间。

此外， 公众如代他人领取纪

念币，需持被代领人在预约系统

中登记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

理，且代领人数不超过5人。

明起可预约兑换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纪念币

据新华社电

为严厉打击通过违规

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乱象， 中国银

保监会 9 日对外发布《保险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

管，强化保险公司内控管理。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 通过违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

问题已成为行业乱象之一， 个别保险公

司通过设立非金融子公司或者层层嵌套

的金融产品，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把保险

公司当成“提款机”，引发重大风险。十余

年前制定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

行办法》 已经不能适应防风险和强监管

的需要。

据介绍， 办法结合近年来保险公司

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管理特点，按照“重

点突出、抓大放小”的原则，明确了重大

关联交易标准。 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资金

运用类关联交易监管比例， 制定比例上

限，控制关联交易总体风险。

办法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跟踪监控保险资金流向，层层

穿透至底层基础资产。 对可能导致利益

倾斜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穿透认

定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办法要求保险公司设立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和关联交易管理办公

室，负责关联交易的全面和日常管理，优

化管理流程，完善内控机制。强化问责机

制， 明确保险公司相关部门和独立董事

可以对违规关联交易提出问责建议，监

管部门可以责令保险公司对相关责任人

予以问责。

严防险企成“提款机”

银保监会加强险企关联交易监管

车险

理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