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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 扬帆起航
工行上海分行亮出资产管理发展新名片

近年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积极推进“大资管”业务以及区
域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发展，坚持
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坚持
金融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在保持
稳健发展的同时，在产品转型和
资产结构优化等方面创新突破，
形成了丰富的理财产品序列和
规范的投资运作体系。

多面创新促资管业务新巨轮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该行致力于为
广大客户提供专业化、多元化的
资产管理服务。

2013年，在全年市场资金
整体偏紧及监管层连续出台文
件限制银行理财交易方式和表
外融资功能的环境下，坚持稳健
与灵活相结合的投融资策略，控
风险和发产品两头兼顾。

2014年，面对新监管形势
和市场环境，区域理财产品开始
从期次型向净值型转变，在系统
内首批成功推出法人开放净值
型理财产品。

2015年，工行上海分行区
域理财产品结构由预期收益型
全面向净值型转变，成功运作开
放净值型产品、封闭净值型产
品，推出了两款“易申利”开放式
收益递增型产品。同年，该行顺
利推出了全国首单自贸区理财
业务，进一步打通了离岸人民币

资金跨境投资渠道，拓展境外机
构投资途径，是大资管战略与国
家自贸区金融改革战略相结合
的重要突破。

2016年，其不断提升投资
管理能力、拓展项目能力和风险
管理能力，在资本市场类项目投
资及推荐、同业存单、交易所债
券投资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2017年，工行上海分行正
式成立资产管理部。2017年前
三季度，该行总分行理财产品日
均余额超过1500亿元，同比增
长23.8%。

集成融合 资管、信贷相辅相成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该

行在上海区域搭建针对科创、
双创企业FOF母基金与工行总
行资产管理部以及工银国际开
展了深入的交流，形成了 FOF
母基金搭建的初步方案，从顶
层设计上构建了工行理财股权
投资业务的平滑体系。该行还
相继与两家资产管理公司就成
熟物业ABS项目进行了深入的
沟通和接洽，最终在上半年完
成了某大型公司天津物业ABS
项目的投资签约工作。ABS项
目的理财投资，不仅满足了客
户资产出表等业务需求，同时
作为直接融资工具降低了企业
的融资成本，满足了客户多元
化业务需求。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如今很多智能手机
用户，喜欢通过支付宝、微信等第
三方支付工具进行信用卡还款，
它们可以一站式管理多张信用卡
并便捷还款，还可以设置信用卡
还款提醒，防止忘记还款日而逾
期。随着用户增多成本增长，第
三方支付的“免费午餐”开始减
少。昨日微信支付宣布下月对信

用卡还款的细则进行调整，将对
每位用户每个自然月累计还款额
超出5000元的部分按0.1%进行
收费（最低0.1元），不过不超过
5000元的部分仍然免费。关于
收费理由，腾讯方面表示成本压
力所致。关于收费理由，昨日腾
讯相关人士对青年报记者介绍，
事实上，用户的每一笔还款都将
产生支付的通道手续费，腾讯财
付通对此一直在投入补贴。

伴随着增资到位，浙商财
险偿付能力警报解除。中保协
对外披露的浙商财险三季度偿
付能力报告显示，该公司注册
资本金30亿元，综合偿付能力
充足率从二季度的90.79%上升
至328.34%，满足监管要求。

目前，浙商财险注册资本
金已增加至30亿元。据了解，
2017 年 6 月 20 日，浙商财险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增资扩股方案，公司注册资
本金拟从15亿元增加到30亿
元，现有股东按照股份持有比
例同比例认购。9月20日，保监
会正式批复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金变更为30亿元。

不过个别险企，如中法人
寿的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
势 。 其 核 心 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双
双负值，均为-2776.16%，相比
上一季度的-1843.06%继续下
滑。其三季度的保险业务收
入为零，净利润亏损 2040.2 万
元。

中法人寿表示，目前面临
的主要风险有：偿付能力不足，
已经低于监管要求水平；流动
性不足，自2005年成立以来，资
本金从未得到过补充，因持续
亏损，资本金已经消耗殆尽，今
年4月已经出现流动性枯竭的
情形；人员不足，因为公司偿付
能力不足，经营费用管控，导致
人员流失，招聘困难，存在部分
关键岗位人员配备不足，无法
保证履职的风险。

中法人寿2017年4月下旬
陷入流动性枯竭，为应对流动

性危机，公司努力协调股东借
款，已采取管理层降薪，削减非
必要支出等多项应急措施暂缓
风险暴露，截至2017年 3季度
末，公司已向股东借款1.05亿
元，日常运营均靠股东借款维
持。

新光海航人寿的情况也不
理想，三季度的偿付能力指标继
续为负，净现金流为-5261.56万
元，保险业务收入 2548.81 万
元，净利润为-1280.92万元，今
年退保率前三的产品退保率分
别为62%、6.72%、1.18%，营销员
脱落率为23.64%。

新光海航人寿表示，就公司
现阶段偿付能力状况，公司管理
层已多次向监管机关汇报，同时
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以缓解偿
付能力不足的相关风险。

坚决落实“保险姓保”理念

险企偿付能力分化越发明显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交强险开办10年
来，累计处理赔案1.9亿件，赔
付7441亿元，交强险运行步入
平稳区间。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披露的
最新数据显示，自2006年交强
险制度实施以来，覆盖面持续
扩 大 ，保 障 作 用 不 断 凸 显 。
2016 年交强险共承保机动车
（包括汽车、摩托车、拖拉机）
2.07亿辆，同比增长13%；机动
车交强险投保率为72%，其中汽
车投保率达到94%。2016年保
险行业共处理交强险赔案3010
万件，其中垫付抢救费用48万
件，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20亿元。
此外，近年来，交强险经营

成本稳中有降，运行效率不断
提高。2016年，交强险综合赔
付率为 72%，与 2015 年基本持
平；综合费用率为29％，较2015
年下降2个百分点，显著低于同
期商业车险费用率水平，体现
出强制保险低成本、高效率的
运行特点。

从数据看，经营结果出现
微利，金融风险有所缓解。交
强险开办至今，长期面临承保
亏损。2013年以来，得益于投
资收益的拉动，交强险逐步实
现经营微利，因高额亏损造成
的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遏制。
2016年交强险承保亏损金额为

22亿元，同比减少27亿元，加上
投资收益后实现经营利润46亿
元，累计经营亏损有所减少。

中保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交
强险经营过程中长期存在的诸
如经营模式不明，地区经营失
衡，救助基金机构不健全、基金
使用流程复杂、区域使用不均衡
以及基金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
依然存在。为此，建议改革交强
险经营模式，提高其市场化程
度，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完善费率调整机
制，充分考虑各地的风险差异，
对交强险实行区域定价，据悉，
上述建议将以报告的形式于近
期公开发布并提交有关部委作
为相关政策调整的决策依据。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交强险开办10年来赔付7441亿元

用微信还信用卡下月起收费
每月超5000元部分收0.1%

在“保险姓保、回归本源”的监管导向下，今年三季度险企的偿付
能力得到提升，不过分化也越发明显。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备受市场关注的恒大人寿
和前海人寿的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
实现提升。

恒大人寿官网披露了2017
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
今年三季度，恒大人寿实现保
险业务收入64.67亿元，净利润
7.14 亿元，净资产 126.78 亿
元。

在偿付能力方面，截至三
季度，恒大人寿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为164.97%，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为169.28%，双双高于
二季度末。流动性方面，三季
度恒大人寿业务净现金流入
51.76 亿元，投资净现金流出
89.67 亿 元 ， 筹 资 现 金 流 入
17.68 亿元，合计净现金流出
20.22亿元。对此，恒大人寿在

报告中表示，公司第三季度业
务净现金流入为51.76亿元，为
不断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三季
度合计净现金流暂时性出现负
值，三季度末货币资金仍有
11.59亿元。公司整体综合流
动性比率、流动性覆盖率等流
动性指标均表现优异，第三季
度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流
动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无
需安排额外的应对措施。

前海人寿也披露了三季度
偿付能力报告。报告显示，截
至三季度末，前海人寿的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68.26%，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36.52%，
高 于 上 季 度 末 的 62.26% 和
123.47%。

最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前
海人寿的现金流，去年四季

度，前海人寿的现金流突然由
正转负，从第三季度的 184.9
亿 元 变 成 -100 亿 元 。 今 年
一、二季度情况继续恶化，分
别为-124 亿和-255.8 亿元，
直到今年三季度实现31.24亿
元的现金正流入。

前海人寿表示，公司坚决
落实监管提倡的“保险姓保”理
念，积极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大
力发展长期储蓄型产品和长期
保障型产品。在转型过程中，
为加强流动性管理，公司已建
立并持续完善流动性管理办法
和流动性预警机制，当前公司
转型初见成效，流动性资产充
足，流动性风险可控。截至第
三季度末，前海人寿实现保费
业务收入286.19亿元，净利润
14.43亿元。

恒大和前海人寿偿付能力提升

中法人寿偿付能力进一步恶化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央行上海总部最新
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显示，因
为违反银行结算账户业务规定，
6家银行被警告并罚款。这6家
银行分别是台湾土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大华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法国巴黎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银
行上海分行，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日期均为10月24日，罚款金
额从0.5万元至1.5万元不等。
但具体惩罚原因，并未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银行
近期频收监管层罚单，银监会
官网显示，嘉兴监管分局日前
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杭
州银行嘉兴分行因发放用途不
真实贷款、信贷资金挪用，被处
以40万元罚款。

违反银行结算账户业务规定
央行警告并处罚了6家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