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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赵家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084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29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9月13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家镇荷塘街 169、171、
173、175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白果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081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0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9月13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白果镇莲花街 10、12、14
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高板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1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5月22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高板场镇万顺街261、263、
265、26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福兴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2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5月22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福兴镇金兴街205-20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清江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3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5月22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清江镇火盆路9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金沙
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49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4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5月22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金沙街 238 号 1 栋 1 楼
234、23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县幸福
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5月22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幸福路147-14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火井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1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6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6月23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火井镇河南街5-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水口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2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7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6月25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水口镇车站街 4、6、8、10
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夹关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3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8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6月19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夹关镇二龙街125-12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平乐
镇迎宾大道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4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39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6月21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平乐镇迎宾大道226-236
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桑园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5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40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3月14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桑园镇交通街23号、23号
附1号、23号附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羊安
镇泉水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41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3月17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羊安镇泉水金泉大道
101-113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鹤山
镇驭虹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42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6月09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驭虹路7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鹤山
镇天华新街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43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4月04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天华新街15号附1
栋1单元1楼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寿安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59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44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5月18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寿安镇蒲新路东段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大兴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160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45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6月30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大兴镇九仙路西段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府青
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027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50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府青东街1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0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市冉义
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51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9月13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冉义镇东街 104 号、106
号、108号、110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0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大塘
镇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51010088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52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6月18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大塘镇北街 33 号、35 号、
37号、3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4月01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解放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2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85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一段192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通江
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60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86
批准成立日期：1987年06月0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通江社区
渔江路9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成白
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58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87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6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成白路9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航空
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154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88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8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黄河中路 2
段123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0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双流
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25101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89
批准成立日期：1986年10月1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镇淳化街56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0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铁西城社
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51010131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9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四路61号和
光华东二路119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2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琴路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51010130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91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路164号附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2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坡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51010129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9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2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297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22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板桥分
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133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75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涧槽南街
31、33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04日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瓦窑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62U25101004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83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01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路68、70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1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迎晖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1010071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28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4月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和锦路204-210号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10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自贸试验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06
许可证流水号：00562349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5月1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镇凉风顶村
3组304号10栋
发证日期：2017年03月31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51010035
许可证流水号：00561179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01月2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
988号
发证日期：2017年02月08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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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
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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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保监会举办全国保险业
偿付能力监管工作培训班，保监会副主
席陈文辉在会上强调，未来一个时期，要
启动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以
下称“偿二代”）二期工程，重点填补制度
空 白 、修 订 现 行 规 则 、加 强 审 慎 监 管
协调。

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履行
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能力，是衡量其经营
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据
悉，保监会将通过加强对难以资本化风
险的监管，强化偿付能力数据的真实性，
结合“一带一路”推进偿付能力监管的国
际合作，加大偿付能力专业人才的培养
力度等工作，进一步深化“偿二代”的
实施。

为“管住后端”发挥实效

事实上，“偿二代”正式实施已满一
年。眼下启动“偿二代”二期工程，是进
一步完善监管规则。保监会财会部主任
赵宇龙表示，“这既是市场发展和强化监
管的需要，也是‘偿二代’自身逻辑的演
化”。

我国保险业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标
准，即“偿一代”，始于 2003 年。随着近
年来保险行业的高速发展，2012 年 3
月份，保监会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
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启动“偿二代”
建设。2015 年 2 月份开始进入“双轨并
行”试运行过渡期，2016 年“偿二代”开
始正式实施。

与规模导向的“偿一代”相比，“偿二
代”则进一步注入风险因素，保证更加全面
反映保险公司的产品、投资、再保险等风
险，助推保险公司在发展业务的同时，统筹
考虑风险和资本。数据显示，在“偿二代”
试运行初期，全行业偿付能力不达标的公

司有13家，高于“偿一代”下的2家。
从“偿二代”正式实施一年来看，保

险公司的产品结构、业务品质、资产质量
不断优化，资本内生能力显著增强，行业
偿付能力保持了充足稳定，不达标公司
持续减少。2016 年末季度偿付能力数
据和风险综合评级结果显示，162 家保
险公司中，风险较高的 C 类公司和 D 类
公司分别为 1 家和 2 家，合计占比仅为
2%。截至 2016 年底，仅有 2 家寿险公
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未达到 100%监
管要求。

业内人士称，“偿二代”从监管理念、
监管框架、监管标准等方面，改变了过去
与欧洲、美国监管体系的不同，做到了与
国际主流吻合。这在促进资本和效率最
优利用的同时，更为中国保险行业在国
际上提供了等价话语基础，从而促进行
业的良性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层级。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认
为，“偿二代”实施之后，对于险企存在的
各种风险分类赋予一个系数，风险大的，
资本要求就高，风险小的，资本要求就
低，相比“偿一代”的风险管控更为细致。

“空白地带”亟待填补

尽管随着“偿二代”的不断推进和实
践，业内对其在风险管理、促进业务结构
转型上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比如，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敬惠就表示，“偿二代”对于推进寿
险、健康险等业务结构转型有很大帮
助。他还体会到，偿付能力是一个“杠
杆”，对好的业务有激励作用，对不好的
业务有惩罚意义。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表示，在“偿二代”指引下，保险公司的投
资方向正在发生转变，投资比例更加适

合市场需要，也能保证投资收益。
但也有市场分析认为，少数保险公

司用于增加偿付能力的资本存在不实，
即利用保险公司自身的资金，通过复杂
的金融产品和资产管理计划等途径自我
注资、虚假增资。要知道，“偿二代”的三
大支柱是资本充足性监管、全面风险管
理监管、市场约束机制监管，如果险企隐
瞒信息、数据造假，会影响偿付能力体系
发挥实效。

赵宇龙坦言，“偿二代”整体上较好
保障了保险业近两年市场化改革的顺利
推进，但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不断涌
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须解决。

比如，对保险资管公司、养老险公
司、相互保险公司、自保公司等新型组织
形式的风险识别和分类监管评级，目前
尚属空白。

此外，由于行业资产端的创新合作
较多，新型资产风险识别不够，一些监管
细则仍需明确和完善。另外，制定“偿二
代”时所依据的数据来自过去 10 年历史
数据。其实，近年来的新数据也应加入
其中，以便于更好地显示当前市场的风
险状况。

“作为保险行业，风险管理应当是核
心竞争力，保险公司本身是管理风险的，
但有些公司在这方面的实际能力与这个
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陈文辉说。

“二期工程”完善制度细则

公开信息显示，2016 年上半年，保
监会在原有已采取监管措施基础上，对
偿付能力风险较大的公司下发了 4 次监
管提示函，对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公
司和分类监管评级为 C、D 类的公司采
取了严厉的监管措施，及时防控行业
风险。

“接下来要启动‘偿二代’二期工程，
完善监管体系，健全监管机制，发挥监管
合力，积极稳妥处置潜在风险点，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
线，促进保险业平稳健康发展。”保监会
相关负责人说。

值得注意的是，“偿二代”二期工程
将弥补监管空白，对资产端实行地毯式
梳理，明确标准、细化规则，对于数据造
假、恶意监管套利等违规、违法行为，实
施严厉打击。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保监会相关部门
将联合稽查局，对“偿二代”数据真实性开
展大检查，针对市场反映较多的投资和经
营激进、增资频繁且金额较大的公司，采
取重点检查措施，并对存在问题的公司坚
持“双罚”（罚公司罚个人）原则。保监会
还将修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
将二期工程的内容纳入其中。

赵宇龙说，“在推动监管的专业化、
国际化和现代化方面，‘偿二代’是个很
好的契机，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风险防范形势,
全行业要深刻认识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偿付能力监管的
核心作用。”对于重点公司,陈文辉强调,
下决心处置潜在风险点,密切跟进非寿
险投资型业务满期给付情况,督促保险
公司加强资金调配,确保按时足额给付
到位,切实维护好消费者权益。在 2017
年及今后一段时期,保险资金运用监管
工作将牢牢把握“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
监”的定位,扎实推进保险业防控风险、
服务大局、改革发展三大战略,切实把

“防范风险和强化监管”作为重中之重,
坚决处置存在的风险隐患、撤销不符合
条件的投资能力备案、处罚违规机构、问
责投资责任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加强对难以资本化风险的监管 强化偿付能力数据的真实性

保险业将启动“偿二代”二期工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江 帆 李晨阳

““偿二代偿二代””二期工程将启二期工程将启

动动，，该工程将围绕对资产端实该工程将围绕对资产端实

行地毯式梳理行地毯式梳理，，明确标准明确标准、、细细

化规则化规则，，对于数据造假对于数据造假、、恶意恶意

监管套利等违规监管套利等违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

实 施 严 厉 打 击实 施 严 厉 打 击 ，，完 善 监 管 体完 善 监 管 体

系系，，健全监管机制健全监管机制，，发挥监管发挥监管

合力合力，，弥补监管空白弥补监管空白

本报讯 记者曹力水报道：由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编写的《中国资产证券化白皮书（2017）》日前发布。

《白皮书》统计，2016 年，我国共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超
9000 亿元，同比增长近 50%，其中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
行金额总计 3908.53 亿元。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超过万亿
元，同比增长超过 60%。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占债券市场
余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比增长 26.67%。

具体来看，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方面，2016 年共发行
108 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总金额 3908.53 亿元；在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方面，2016 年共发行 385 单，发行规模 4630.26
亿元；在资产支持票据方面，2016 年共计 12 家企业注册发
行资产支持票据，注册规模216.32亿元，发行规模166.57亿
元；在资产支持计划方面，共有6家金融机构设立7只资产支
持计划，发行规模共计367亿元，加权平均期限为5.19年。

去年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超9000亿元

本版编辑 梁 睿

上周五（4 月 21 日），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再次重申，针对

市场各种“忽悠式”重组乱象，将不断

完善规则制度，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净化资本市场环境，维护市场

秩序，严惩扰乱市场秩序的害群之马，

对重组造假、将有毒资产注入上市公

司的行为绝不姑息。

这样的“狠话”，如今几乎每周五

在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都会出

现。自 2016 年 12 月份以来，证监会主

席刘士余还先后在基金业协会、大商

所、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国新

办等多个公开场合放出“狠话”，多方

面展现了监管部门从严监管的思路。

当然，监管层除了放“狠话”，更动

真格。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全面规范

包括上市公司、券商、基金公司、律师

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在内的

市场主体和中介机构市场行为，打击

上市公司频繁无序再融资，忽悠式重

组、不合理高送转，以及虚假信息披

露、操纵市场等乱象。

不过，市场上也有一种声音认为，

监管部门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太死，

限制了市场的活力，抑制了大盘和个

股走势，不利于股市健康平稳发展。

从市场表现来看，近期 A 股市场

确实呈现疲态，并陷入弱势调整状态，

上周初更是来了个三连跌。从盘面上

看，雄安新区概念出现大规模分化调整、停牌整顿现象，高

送转和次新股两大热点概念跌势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那些失落的概念股，包括白酒股和家电股在内的一些

具备业绩良好白马股一骑绝尘开启“涨涨涨”模式。

由此看来，从严监管有助于打压炒作之风，引导资金从

炒题材转向炒业绩，有助于让 A 股从“庄家投机”时代回归

到“价值投资”时代。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毕竟让

投资者看到了希望。

从严监管必然伴随着市场的调整，对市场情绪和走势

造成一定影响在所难免。不能因为短期阵痛就放松监管，

更不能因为有质疑的声音就踟蹰不前。无论是监管者还是

参与者，都要忍住短痛，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增强市

场信心，吸引更多资金进场，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股市健康

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从严监管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在遏制过

度投机炒作的同时，面对合理的高送转，适合企业发展需要

的并购重组等，监管层依然会开绿灯。在监管风潮之下，真

正的白马股必然会在层层监管中脱颖而出，成长壮大，为健

康的资本市场注入活力。

从严监管为发展

孟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