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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从 2016 年 7 月 1 日到年
底，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
同体（以下简称“住宅地震共同体”）已经
销售逾 18 万笔保单，保额累计近 180 亿
元。地震巨灾保险已取得初步成果。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新国十
条”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要求，到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适度规模经营农
户实施大灾保险，调整部分财政救灾资
金予以支持”的具体部署，巨灾保险近年
来在我国进展迅速，尤其是2016年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

地震保险开局良好

作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立的突破
口，地震保险进展情况一直备受各方关
注。2016年5月12日，保监会与财政部
联合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
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并于 7 月 1 日正式
全面销售产品，标志着我国城乡居民住
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正式落地。

“去年 7 月 1 日以来，住宅地震共同
体成员公司依托各自业务系统，在全国
范围内销售同一款住宅地震保险产品，
此款产品条款相同，保障范围一致，费率
根据各地风险差异有所不同。”保监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天即有20家共同体成
员公司出单，生效保单数量超过 1000
笔 ，覆 盖 30 个 省 级 行 政 区 约 260 个
地市。

据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各
地也开展了一些巨灾保险实践探索，主
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试点地区稳步扩大。广东巨灾
指数保险在湛江、韶关等 10 个试点地
市全面落地，涵盖台风、强降雨、地震
三 类 重 大 自 然 灾 害 ， 提 供 风 险 保 障
23.47 亿元，覆盖 4104.78 万人；黑龙
江推出农业财政巨灾指数保险，为省内
28 个贫困县提供包括干旱指数保险、
低温指数保险、降水过多指数保险、洪
水淹没范围指数保险保障，提供风险保
障 23.24 亿元。二是保险责任逐步扩
展。2016 年，宁波巨灾保险适度扩展
保障内容，将突发性的火灾、爆炸、群
体性踩踏、恶性案件等重大公共安全事
件风险纳入保障范围。2016 年底，厦
门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厦门市巨
灾保险方案》，承保事故灾害范围除囊
括暴雨、台风、地震、火灾、爆炸等灾
因外，还将突发性公共安全事故包含在

内。三是巨灾损失及时赔付。保险业支
付厦门“莫兰蒂”台风灾害赔款 15.87
亿元；大理州云龙县两次地震，保险公
司赔付 3553.76 万元；支付“海马”台
风灾害赔款2100万元。

勇于创新完善机制

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由于涉及部门
多、利益主体广、横跨多个领域，可以说
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住宅地震共同
体的成立，则开启了一项有益探索，推动
了我国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
先行先试。

住宅地震共同体早在 2015 年 4 月
16日就已成立，由40余家直保公司和5
家再保公司组成，执行机构为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体”最大
的优势是能够整合行业承保能力，从而
保证巨灾保险实现广泛覆盖、有效保障。

“地方统一投保模式不断探索，云
南普洱澜沧县政府为该县 12 万户农户
统一投保地震保险，四川、河北张家口
等区域地震巨灾保险也将纳入统一管
理。”保监会相关负责人称，巨灾风险
分层分担机制是巨灾保险运行成功的重
要保障，由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
公司等构成的巨灾风险分层分担机制已
基本建成。

据介绍，2016 年 12 月 26 日地震巨
灾保险运营平台正式上线，住宅地震保
险主要业务环节将经由平台开展，实现
住宅地震保险业务集中、财务集中、理赔
集中和数据集中。该运营平台是国内首
个巨灾保险运营平台，也是全行业集中
出单的共保平台，极大地提高了住宅地
震共同体的运行效率。

多方联动行稳致远

地震巨灾保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过，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继续推动
完善法律保障和支持政策。推动地震巨
灾保险立法进程，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法
律保障。研究推动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通过跨期积累和跨区统筹，应对巨灾风
险损失。推动出台财政、税收等支持政
策，为地震巨灾保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同时，还将持续优化住宅地震共同
体运行机制。指导住宅地震共同体进一
步优化运作机制，理顺成员公司关系，完
善住宅地震共同体制度设计，研究提高
成员公司销售地震保险产品积极性。推
动地震巨灾保险运营平台尽快开展后续
功能开发。对地震巨灾保险运行情况密

切开展监测，调研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研究优化制度的具体举措。

“下一步，我们将从产品和服务两方
面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业务。”住宅地震
共同体大会主席、人保财险执行副总裁
降彩石说，一方面尝试延长保险期限，扩
展保险标的和灾因；另一方面，丰富住宅
地震共同体运营平台的功能性，与政府

部门、研究机构对接，以海量数据积累推
动巨灾风险管理水平提升。

“作为国家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巨灾保险制度必须全面整
合和发挥社会资源效用，加强跨部门、跨
领域数据、信息等资源共享，才能充分发
挥自身风险管理专业优势，为巨灾保险
提供基础支持。”一位业内人士说。

半年时间，住宅地震共同体销售逾18万笔保单，保额累计180亿元——

巨灾险“硬骨头”终于啃动了
本报记者 姚 进

半年时间、18 万笔保单、180 亿元
保额，住宅地震保险初露锋芒，既为巨
灾保险制度建立开了好局，又坚定了投
保者信心。但是，要让巨灾保险真正发
挥效力，还需要过好三关。

一是灾害救助过于依赖政府。目
前，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为自愿
投保。在当前我国灾害救助“举国体
制”下，社会公众对于通过保险方式转
移地震风险的认识不够、需求不足，自
愿投保的积极性不高。地震巨灾保险
费率虽然一降再降，但却难以解决“买
与不买”这一核心问题。投保率不高，
加之投保人“逆选择”，巨灾保险的风险
分散作用将难以有效发挥。如何进一
步提高投保率、扩大覆盖面，是推进地
震巨灾保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巨灾保险需要政策支持，相关
政策仍需进一步明确。巨灾保险不同

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
特点，如果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往往
会导致市场失灵。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利益主
体广、横跨多个领域。从地方巨灾保险
经验看，地方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和财
政支持十分必要。《建立城乡居民住宅
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虽在风险
分担机制方面明确财政需给予支持，但
具体的支持形式仍在研究中。

三是巨灾数据资源较分散，数据累
积共享存在一定困难。目前，我国气
象、地震、海洋等领域已具有相对完善
的数据信息积累。但是，由于相关数据
分别由不同部门、不同省份管理，难以
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和数据累积，保险
运用大数据、科学精算开展产品设计和
定价存在一定困难。另外，巨灾保险理
赔亟需与灾害救助体系有效对接。

真正给力还须过三关
姚 进

仅半年时间，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销售逾 18 万笔保单，

保额累计近180亿元。巨灾保险制度，当初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如今已取得初

步成果，并呈现出试点地区稳步扩大，保险责任逐步扩展，巨灾损失及时赔付等

新特点。想要发挥更大作用，专家建议全面整合并发挥社会资源效用

近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仍在
延续攀升趋势，部分甚至超过短融
利率。以“17 兴业 CD134”为例，其
参考收益率达到了 4.499%。值得
注意的是，在近期资金面相对宽松
的状况下，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为何
上行？存单发行银行拿着这么贵的
资金去干什么？

首先，从 2016 年第四季度开
始，央行通过拉长资金久期等方式，
抬升银行资金成本，降低同业套利
空间，以此达到降低金融杠杆的目
的。2017 年 2 月份，又上调了逆回
购利率。总的来说，资金贵了，银行
发行同业存单成本自然升高。

其次，发行利率上升的另一个
原因是供需矛盾。统计数据显示，
仅 3 月份上半月，就有 6963 亿元同
业存单到期，如果再加上下半月近
9000 亿元即将到期存单，预计 3 月
份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可能会超过 2
万亿元。巨量发行背后，是银行旺
盛的融资需求。

同业存单发行银行拿着这么贵
的钱能做什么？从发行主体来看，
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和农商行仍是
主力。这些中小银行的普遍做法
是，发行同业存单吸收资金，然后投
放于同业资产，比如购买同业理财
产品，赚取利差。在这个过程中，中小银行会实行资金错
配，最典型的就是通过发行短期同业存单，将吸收来的资金
投资于长期同业理财产品。

但是，伴随着巨量存单到期，中小银行需要发行新存单
为过去形成的资金池蓄水，维持正常的流动性。

此外，相对传统线下同业负债，同业存单不计入同业融
入余额，不受《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中“单家
商业银行同业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该银行负债总额的三
分之一”这一限制。中小银行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大量发
行同业存单，快速扩大负债，提高自身杠杆。而且，部分中
小银行发行 3 个月以上同业存单，可纳入银监会核心负债
口径，改善核心负债依存度等监管指标。

同业存单发行量大增且收益率稳定在高位至少会产生
两个后果：一是同业存单一级发行定价在某种程度上提升
了信用债整体发行利率，导致信用债发行人发行意愿减弱，
这从近期诸多企业暂停或者取消发行短融也得到了印证；
二是同业存单逆势扩张，仍在延续甚至加剧期限错配和杠
杆投资，与今年去杠杆的任务相背离。央行和金融机构的
博弈还会延续。这也意味着，通过同业渠道最终到达债券
或者融资主体的资金价格还会在高位维持相当长时间。

因此，适当提高货币市场利率，增加金融机构的续作成
本，不失为好办法。同时，也需要对同业存单的相关规定加
以调整，弥补监管漏洞，避免其成为银行套利工具。

堵住同业存单套利漏洞

温宝臣

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中国证监会日前宣布，白糖期
权将于4月19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在去年12月份，中国证监会批准郑商所开展白糖期权
交易。业内人士认为，上市白糖期权可以进一步健全农产
品市场体系，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丰富涉农企业风险
管理工具。一是有利于更好地满足白糖生产经营者在成
本、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可以为涉糖企业提供

“量身定制”的套期保值方案。二是开展白糖期权试点，不
仅有助于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市场主体实现稳定经营，
完善订单农业模式，而且有利于促进“保险+期货”项目健
康发展。三是在白糖期货的基础上，开展白糖期权交易，既
是一种工具的创新，又丰富了市场的层次，是对白糖市场体
系的健全和完善。四是有利于提升白糖期货市场运行质
量。有利于吸引个人投资者以资产管理等方式间接参与期
货市场，壮大机构投资者，从而优化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

白糖期权 4 月 19 日将在郑商所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