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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鑫苑
中央花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鑫苑中央花园
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34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0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7 号鑫
苑中央花园东区 19号楼 1层附 100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风和
日丽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风和日丽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35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0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中原区煤仓北路 16 号院
35号楼与 36号楼间会所一层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方
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中方园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36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07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 62 号中方
园小区东区 53B号楼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主语
城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主语城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37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0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 86 号 1 号楼
1层附 2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风雅
颂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风雅颂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1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1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新柳路南侧、风雅颂文化
家园南区研发路 18-A 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都
城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绿都城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1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路 137 号院 91
号楼 1层 7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康桥
金域上郡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康桥金域上郡
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39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1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二七汝河路 29 号康桥金
域上郡 1号院大门口西侧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大河
春天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大河春天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38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0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索凌路 8 号 A10 号
楼 1层附商 1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绿城
百合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绿城百合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2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13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 3 号绿城
百合公寓 18号楼 1层附 06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逸品
香山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逸品香山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3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1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08月 11日
住所：郑州市惠济区香山路东、金达路
北 1幢 1层 102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琥珀
名城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琥珀名城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4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杨君北路北新柳路南 1 幢
1层 107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
王府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中原王府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3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5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陇海路北前进路东 7 幢 1
层 A1071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奥兰
花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奥兰花园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6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47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东风东路西、福禄路北、康
平路东、康宁街南 1-2层 10号房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宏鑫
花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宏鑫花园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4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5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兴华南街 169 号 1 号楼 37
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锦艺
城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锦艺城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4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4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棉纺西路西桐柏路北锦艺
国际华都二期 6幢 6-05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蓝堡
湾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蓝堡湾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7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4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东风路正弘蓝堡湾二期贵
人街 8-112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立体
世界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立体世界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5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黄河东路东、七里河北路
北、商鼎路南 1幢 1层 09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琉璃
寺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琉璃寺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0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5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文化路琉璃寺社区 7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民航
花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民航花园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5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4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天赋路39号2号楼1层附8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启福
花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启福花园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49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5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市汝河西路 39 号院 7 号楼 1
层商 1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远大
理想城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远大理想城社
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2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53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10日
住所：郑州经济开发区经二路 66 号 17
号楼 1层 13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1月 0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帝湖
花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帝湖花园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0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3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桐柏路 98 号帝湖花园-S
号楼 1层 L-19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永威
东棠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永威东棠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2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黄河东路东、祥盛街南 9
幢 1层 107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永恒
尚东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永恒尚东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7
许可证流水号：0058600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南三环北、金岱路南、霞飞
路东 5幢 1层 104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银基
王朝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银基王朝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8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福元路 157 号 1 层 22-23
号楼一层附 43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鑫苑
景园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鑫苑景园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5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合作路鑫苑景园 10 号楼 2
单元 1层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王胡
砦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王胡砦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1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4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郑航北街王胡砦幸福花园
2号楼东侧第一间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四月
天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四月天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3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国基路 102 号院四月天 1
号楼东 8单元 1-2层西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顺河
路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顺河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9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1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顺河路附 2号院附 2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美景
菩提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美景菩提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9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2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科学大道 19 号 2 幢 1-2 层
附 03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兰亭
名苑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兰亭名苑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1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大学南路92号9号楼1层901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康桥
上城品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康桥上城品社
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6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9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陇海西路 306 号 5 号楼 1
层 9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晶华
城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晶华城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6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9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冉屯北路 13 号 25 号楼 1
层附 2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非常
国际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非常国际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55
许可证流水号：00585998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东风路 217 号院 6 号楼 1
层 115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湖光
苑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湖光苑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7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1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中原西路 131 号湖光苑小
区 36号楼 1层附 1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丰庆
佳苑社区支行
简称：中国民生银行郑州丰庆佳苑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41010064
许可证流水号：00587007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24日
住所：郑州市丰庆路 36 号院 13 号楼 5
单元 1层南 3号
发证日期：2015年 12月 28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11.2%，17.5%，20%，保险业 3 年来
保费增速一年上一个台阶。2015年，全国
保费收入已达 2.4 万亿元。“保险业 2015
年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行业发展速度
创 7 年来新高。”1 月 25 日，2016 全国保
险监管工作会议召开，保监会新闻发言
人向记者表示。

站得越高，就意味着行业服务能力
和风控能力面临更大挑战。“今年是‘十
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关键之年。”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强
调，保险监管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更加注重防范化解保险
风险；更加注重提升保险供给的针对性、
有效性。

保险供给质量提高

服务民生成了保险业近几年发展的
关键词。2015 年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
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快速增
长，增速分别为 19.2%、15.1%和 51.9%。

大病保险覆盖 31 个省区市；老年人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实质性启动；各
地运用保险机制开展扶贫帮困；会同相
关部委完善责任保险发展支持政策，涉
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 10 余个领域。
责任保险保费收入 302 亿元，提供风险
保障 91万亿元。

在农业保险领域，“十二五”收官之年
最大的收获就是，农业保险条款得以全面
升级，大幅拓宽保险责任、提高保障水平
和赔付标准、降低保险费率并简化理赔流
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教授、农村
保险研究所所长庹国柱对《经济日报》记
者表示，此举充分发挥了农业保险支农惠
农的积极作用，让广大农户受益。

与此同时，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再创佳绩。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
保险机构累计发起设立各类债权、股权
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 499 项，合计备案
注册规模 1.3 万亿元。大力发展信用保
证保险，积极推广“政银保”发展模式，缓
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全年贷款保
证保险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人获得融资金
额 1015.6亿元。

培育保险新动能

2015 年，保险公司预计获得利润
2823.6 亿元，同比增长 38%。保险资金
运用实现收益 7803.6 亿元，同比增长
45.6%，平均投资收益率 7.56%。“这与
2013 年 、 2014 年 的 5.04% 、 6.3% 相
比，又有了不小幅度的提升。”庹国柱
认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是最
需要保险业帮助的领域，“保险资金应
充分发挥成本低、期限长等独特优势，
集中力量对接实体经济”。

深化改革也将是培育保险供给新动
能的最有效手段。新的一年，保监会将推
出三大举措：全面深化保险产品市场化
改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改革及资金运
用市场化改革。“力争在今年 6 月底前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商业车险改革；启动意
外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积极发展自保、相
互、互联网等新型保险组织；积极支持符
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及挂
牌‘新三板’，支持保险公司稳步开展金
融综合经营。”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切

实加大保险资金对国家重大战略和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引导保险资金通过债权
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支持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并
不断创新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资金运用
方式，通过保险私募基金、股债结合、优先
股、资产支持计划等，加大对科技型小微
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内紧外松”防风险

在取得了多项历史性突破的同时，
保险业牢牢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数据显示，2015 年共发
布“偿二代”17 项监管规则，开展“偿二
代”过渡期试运行。加大偿付能力监管
力度，行业整体偿付能力溢额 9382.8 亿
元；建立健全行业资本补充机制，拓宽
资本补充渠道，2015 年保险公司共发行
次级债、资本补充债券 700 亿元；加强退
保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全年非
正常给付与退保群体性事件较上年大
幅减少 83%。

值得一提的是，从前期业务结构来
看，今年仍然是满期给付的高峰期。项俊
波表示，要按照“内紧外松”的应对方针，
在发挥好地方政府第一责任人作用的基
础上，保险公司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
保监局要有效承担起属地责任。加强风
险预警监测，指导相关责任主体妥善处
置风险苗头和群体性事件，做好存量风
险化解。

“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高现价产
品的丛生加之短期内满期给付和退保，
可能对保险公司带来现金流考验。”华
泰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罗毅认为，高
现金价值产品以其短期（3 年以下）和
高保单价值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提
出很高要求，对于“资产驱动负债”的保
险公司而言既是开拓市场的利器，也是
风险敞口。监管层正在将保险行业的重
心由投资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在低利率
环境下将保险业发展调向以价值为主，
回归保障本质。

“十二五”时期全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13.4%，2015年达2.4万亿元——

保险业将推三大举措深化改革
本报记者 江 帆 姚 进

““十二五十二五””时期时期，，全国保费全国保费

收入从收入从 20102010 年的年的 11..33 万亿元万亿元

增长到增长到20152015年的年的22..44万亿元万亿元，，

年均增长年均增长1313..44%%。。保险业总资保险业总资

产从产从 20102010年的年的 55万亿元增长万亿元增长

到到20152015年的年的1212万亿元万亿元。。行业行业

利润从利润从 20102010年的年的 837837亿元增亿元增

长到长到 20152015年近年近 28242824亿元亿元，，增增

加了加了22..44倍倍。。我国保险市场全我国保险市场全

球排名由第球排名由第 66位升至第位升至第33位位，，

对国际保险市场增长的贡献对国际保险市场增长的贡献

率率达达2626%%，，居全球首居全球首位位

本报北京 1 月 25 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央行今日发布
的 2015 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5 年，债券市场全年
发行规模增长显著，较上年同期增长 87.5%，参与主体结构
进一步丰富，银行间市场各类参与者同比增加 49.2%。企
业融资成本降低，公司信用类债券收益率曲线大幅下行。

2015 年，债券市场全年发行各类债券规模达 22.3 万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7.5%。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
券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3%。截至 2015 年 12 月末，债券
市场托管余额为 47.9 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
额为 43.9万亿元。

2015 年，财政部国债发行 2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 3.8 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发行债券 2.6 万亿元，政府支持机构发行债券
2400 亿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 6295.6 亿
元，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 3515.6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
证券发行 4056.4 亿元，同业存单发行 5.3 万亿元。公司信
用类债券发行 7万亿元，同比增长 35.8%。

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行明显，债券收益率曲线大幅
下移，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显著降低。2015 年 12 月份固定
利率企业债券加权平均发行利率为 4.06%，较上年同期下
降 146 个基点。公司信用类债券收益率曲线大幅下行，年
末 5 年期 AAA、AA+企业债收益率较上年末分别下降
150 个和 172 个基点。不同等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用利
差均有所收窄，3 年期 AAA 级、AA 级、A 级中短期票据与
同期限政策性银行债券信用利差较上年末分别收窄 37
个、34 个、7 个基点。

本报北京 1 月 25 日讯 记者郭子源报道：中国银监会
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末，我国银行
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 194.17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5%，
增速上升 1.9 个百分点；总负债为 179.048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4.8%，增速上升 1.8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为 73.6694 万亿元，在
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 37.9%，同比下降 2.1 个百分点；股份
制商业银行总资产为 36.5904 万亿元，占比 18.8%，同比上
升 0.3 个百分点；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为 22.6802 万亿元，
占比 11.7%，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
为 25.6609 万亿元，占比 13.2%，与上年持平；其他类金融
机构总资产为 35.5738 万亿元，占比 18.3%，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

去年债券发行增长近九成
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总 资 产 逾 194 万 亿 元
大型商业银行占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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