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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放宽7个区域商业车险自主定价范围，费率折扣最低可下降25%——

商车险费率改革为“好车主”再送红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晨阳

此轮商车险费率改革，监

管层试点下调系数，一方面有

助于优胜劣汰，以市场手段让

依赖打“价格战”扰乱市场的

险企逐渐退出；另一方面，让

利于消费者。不过，随着改革

的深入，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

剧，综合费用率存在走高趋

势，不少中小公司依然面临承

保亏损，这对其经营提出了更

高要求

时隔 9 个月，第三次商业车险费率
改革正式实施。日前，原中国保监会印
发《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商业车险自主定
价范围的通知》，决定进一步放宽四
川、山西、福建、山东、河南、新疆、
厦门 7 个区域的商业车险自主定价范
围，费率折扣最低可下降25%。

定价范围再放宽

一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有

助于优胜劣汰，以市场手段让

依赖打“价格战”扰乱市场的险

企逐渐退出；另一方面，让利于

消费者。如果定价成本费用上

升，产品价格则会相对较高，会

损害消费者权益

《通知》 明确，上述地区的财险公
司使用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
范条款的，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在规定的范围内拟订商业车险自主核保
系数、自主渠道系数费率调整方案。

具体来看，四川辖区内的财险公司
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

皆为 0.65—1.15；山西、福建、山东、
河南、厦门辖区内的自主核保系数和自
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皆为 0.70—1.15；
新疆辖区内的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
系数调整范围皆为 0.75—1.15。据悉，
此轮商车险费率改革选择以上 7个区域
开展首批试点，缘于其车险费用高、赔
付低的现状。二次费率改革时划分的四
档系数区域，即是主要参照其综合费用
率等指标的表现。

第三次商车险费率改革后，四川地
区的车险费率折扣下限比之前下降了
25%，山西和山东则下降了 23%，福建
和厦门下降13%，河南下降18%，新疆
下降12%。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车险保
费由基准保费和费率调整系数相乘而
得。其中，费率调整系数又由无赔款优
待系数、交通违法系数、自主核保系
数、自主渠道系数相乘得出。

为建立一个市场化的条款费率形成
机制，把商业车险的产品定价权交给保
险公司，把产品的选择权交给广大消费
者和车主，2015 年原保监会推出车险
费率改革试点，首次提出影响车险保费
的因子有基准保费和费率调整系数。

2016 年全国实行第一次商车险费率改
革，2017 年推进“二次费率改革”。此
次是第三次改革，费率折扣从“双 65”
到“双 75”不等。这也意味着“好车
主”的车险保费会进一步降低。

“可以说，前两次的车险费率改革
产生了很多积极影响，包括赔付率降
低，保费收入增加，特别是商业三责险
方面的保费收入也有明显的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
魏丽表示，保费收入的增加，说明大家
投保的意愿和保障程度有所增强，赔付
率的下降，也让险企有了盈利空间。

有业内人士指出，“此轮商车险费率
改革，一方面，旨在继续深化改革有助于
优胜劣汰，以市场手段让依赖打‘价格
战’扰乱市场的险企逐渐退出；另一方
面，让利于消费者。如果定价成本费用上
升，产品价格则会相对较高，会损害消费
者权益”。

险企面临大考验

随着改革持续深入，行业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综合费用

率呈现走高趋势，不少中小公

司依然面临承保亏损

毋庸置疑，商车险费率改革在给消
费者带来更多福利的同时，车险行业的
竞争力也在增强。数据显示，改革试点
启动以后，2015年、2016年、2017年
全国车险综合成本率稳中有降，分别为
99.4%、99.1%、99.0%，车险承保开始
扭亏为盈，而且全年实现承保盈利的公
司数量也有显著增长。

尽管渐进式改革给险企创造了更多
准备时间，有利于保险公司的风险定
价、管控水平，有助于行业经营管理能
力稳步提升。但随着改革持续深入，行
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综合费用率存在
走高趋势，不少中小公司依然面临承保
亏损。

资料显示，2018 年 1 月份，54 家
有数据的公司中，承保亏损的险企达
40 家。“与大型险企相比，中小保险公
司体量、网点、销售渠道等方面本来就
相对不足。随着改革推进，部分公司没
能及时完善产品设计和定价水平，提升
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准，造成车险业
务继续亏损并不意外。”某财险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还表示，也有一些中型险
企及时把握改革机遇，加强成本核算管
理，提升产品定价能力，增强客户筛选
水平，优化理赔服务。同时，不断开发
和创新车险产品设计，提高经营管理能
力，给公司带来了很多积极影响。

对大型险企而言，由于本身在客户
量、网点数以及承销端等方面具备优势，
面对商车险费率改革更有自信。据了解，
各大保险公司积极搭建自己的交易平
台，去中介化成为车险巨头发展大趋势。

不容忽视的是，在深化商车险改革
的同时，严监管也在推进，近期 4大上
市财产险公司有 5 家分支机构受重罚，
足以表明监管持续从严的决心。如何在
积极改革与创新发展形势下，不发生违
规操作、助推车险市场良性发展，正考
验着各大险企的综合能力。

上市券商 2017 年年报披露业已进入高峰期。截至
3月29日中午，已有11家券商发布2017年年报，其中
包括中信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光大证券、招商
证券等大型券商。去年大型券商哪些业务盈利好？又有
哪些亮点？

2017 年各大券商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均有所提
升。中信证券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2.92 亿元，实
现净利润约 114.33 亿元，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排名首
位。广发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215.76 亿元，同比增长
4.16%；实现净利润为 85.95 亿元，同比增长 7.04%。
光大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98.38 亿元，同比增长 7.35%；
实现净利润 31 亿元，同比增长 2%。招商证券实现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 133.53 亿元和 57.86 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 14.17%和 7.08%。海通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282.22 亿元，同比增长 0.75%；实现净利润 86.18 亿
元，同比增长 7.15%。

值得关注的是，大型券商发力资管业务和科技金融
业务，盈利能力同比增幅不小。

海通证券表示，2017年公司资管业务收入20.98亿
元，同比增长255.74%。在“去通道”的形势下，公司
主动压缩通道业务规模，全面向主动管理转型。截至
2017 年末，公司集合资管、定向资管规模分别减少
29.66%、65.12%；公司专项资管规模大幅提升至50.87
亿元，同比增长近6倍。

光大证券表示，2017 年光证资管主动回归资管本
源，主动管理规模稳居行业前列。截至 2017年末，光
证资管资产管理规模为 2744 亿元，同比增长 1.78%。
其中，集合理财产品规模、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与专
项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分别为 716 亿元、1956 亿元和 72
亿元。招商证券资管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全年经营保
持平稳，未出现风险事件。截至 2017年末，公司资产
管理规模达 7791.66 亿元，同比增长 23.70%，主动管
理业务规模1271.95亿元，同比增长24.85%。

科技金融持续领航，助力大型券商营收、净利润增
长。2017 年，广发证券一方面积极扩充金融科技研发
团队，另一方面加大了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平台化、
客户终端等方向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先后上线
了大数据云服务平台、微服务平台等科技金融平台，为
科技金融方向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光大证券则在互
联网综合金融服务方面持续发力，与交易、理财形成有
机结合，构建了生态化、场景化的服务模式。

展望今年大型券商业绩，中信证券董事长张佑君认
为，今年证券行业的传统业务面临全面转型的要求。
IPO从严审核对投行业务的内部控制及项目质量提出了
更高要求；经纪业务逐步向财富管理转型，盈利模式从
以佣金收入为主向综合服务收费转变，经营重心向客户
资产增值转移；资管新规将促使资产管理业务大力发展
主动型管理；资本中介业务正在从规模竞争转向质量竞
争，更加注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能力；固定收益的业
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亟待转型。

去年大型券商营收净利有所提升
主动管理和科技金融成亮点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发展普惠金融，对金融机构来说不仅仅是履行社
会责任，也是一个战略机遇。”3月 29日，在北京举行
的2018年第11场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兴业银行
副行长陈锦光表示。

多年来，兴业银行以商业可持续为原则，围绕绿色金
融、养老金融、银银平台、社区银行、小微金融等领域形成
了一批普惠金融优势业务，明显改善对小微企业、“三
农”、贫困人口、特殊人群、生态建设等领域的金融服务，
走出了一条具有兴业特色的差异化普惠金融之路。2017
年 9 月份，兴业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率先宣布设立普惠
金融事业部，进入普惠金融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具体来看，该行综合运用排污权抵押贷款、碳资产
质押贷款、合同能源管理融资品等多元化产品，帮助节
能减排小微企业盘活环境权益资产，破解担保难、融资
难问题，惠及小微企业 700 多户，信贷余额近 4 亿元。
大力发展绿色按揭贷、绿色理财、低碳信用卡等个人绿
色普惠金融业务，绿色按揭余额193亿元，低碳主题信
用卡累计发卡量 71 万张，绿色理财募集资金超 200 亿
元，吸引更多个体关注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银银平台
是兴业银行独特的商业模式。运用银银平台商业模式，
加大与广大中小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科技与管理输
出，将移动支付、财富管理等现代化金融服务扩展到更
多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填补金融服务盲区，成为该
行普惠金融实践的典型样本。社区支行是兴业银行普惠
金融服务的重要阵地。2013 年该行在福州设立国内首
家社区支行，目前社区支行网点近千家，服务社区居民
超过350万人。

兴业银行聚焦薄弱领域，增加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
供给；直面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点、痛点，坚持
做“小”文章，做“专”服务，创新推出“小微三剑
客”“循环贷”“e 系列”“兴业管家”等多元化产品；
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农户”“银行+保险+农户”等金
融模式服务三农。在精准扶贫方面，兴业银行坚持“输
血”与“造血”并举。

陈锦光表示，该行正在制定普惠金融长期发展战
略，将普惠金融的理念融入银行的战略规划、业务发
展、绩效考核、员工培训等核心环节。

兴业银行：

打造普惠金融差异化样本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报北京3月29日讯 记者陈果静

报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
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今日发布了 《中国去
杠杆进程报告 （2017 年度）》。对于部
分学者提出的呼吁居民部门去杠杆观
点，报告并不赞同。报告认为，呼吁居
民部门去杠杆有哗众取宠、不切实际之
嫌。当前，去杠杆的重点在于国有企业
与地方政府。为保持总体杠杆率的基本
稳定，中央政府部门及居民部门适度加
杠杆是理性的选项。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去杠杆与防
范化解风险初见成效，实现了总体稳杠
杆、局部去杠杆。数据显示，包括居
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
杠杆率由 2016 年的 239.7%上升到 2017
年的 242.1%。对比 2008 年以来杠杆率

的快速攀升，当前的杠杆率增速大幅回
落，杠杆总水平趋于平稳。局部去杠杆
体现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回落、金融部
门加速去杠杆。

报告认为，2017年总杠杆率上升主
要是居民杠杆率攀升所致。数据显示，
非 金 融 企 业 部 门 杠 杆 率 由 2016 年 的
158.2%回落至156.9%；居民部门杠杆率
从2016年的44.8%上升至49%。

虽然居民杠杆率上升很快，但报告
认为不宜夸大居民部门杠杆率风险。从
收入流估算，居民每年债务负担尚不到
可支配收入的 10%。也就是说，居民能
够以其可支配收入来还本付息。即使是
在收入出现下降的时候，居民仍有大量
的存量金融资产来应对流动性风险。
2017年，我国居民部门贷款与现金加存

款的比例为 57%，稍高于日本，但远低
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发达国
家；再考虑到非保本理财、货币型基金
等类存款资产，我国居民持有的低风险
金融资产足以应对暂时的流动性风险。

“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提供了最终保
证，显示有足够的清偿能力。”报告显示，
我国居民部门长期具有较高储蓄率，2010
年达到最高点 42.1%，随后有所下降。
2015 年，储蓄率降至 37.1%，但仍远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比如，2016年韩国和日本
居民储蓄率分别为 13.1%和 2.4%，2017
年美国居民储蓄率仅为6.9%。

针对我国居民储蓄率下降的问题，
报告指出，随着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发
展，我国居民资产配置趋于多元，储蓄
存款在居民资产中的占比下降。同时，

居民储蓄率略有下降也导致居民储蓄存
款增速下降。总体上，我国居民储蓄存
款规模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报告显示，
我国居民部门储蓄存款仍然远高于居民
负债。2017 年居民负债余额 40.5 万亿
元，存款余额达到65.2万亿元。

报告还提示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问
题。当前，政府投资基金、专项建设基
金、政府购买服务、PPP 项目等形式的

“新马甲”成为地方隐性负债的主要形
态。这部分债务界限不清，具有复杂性
与隐蔽性，特别是导致其产生的内在机
制仍未改变，须高度警惕。报告最后强
调，总体稳杠杆是局部去杠杆的前提。
去杠杆需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只有
总杠杆率稳了、宏观经济稳了，才有条
件实现局部的去杠杆。

2017年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认为——

不宜夸大居民部门杠杆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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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行（中国建设银行）
黑龙江林口支行
黑龙江林口支行
黑龙江林口支行
黑龙江林口支行
黑龙江林口支行
黑龙江宁安支行
黑龙江鹤岗分行
黑龙江鹤岗分行

黑龙江鹤岗分行

黑龙江鹤岗分行

黑龙江望奎支行
黑龙江香坊支行
黑龙江香坊支行
黑龙江佳木斯分行
黑龙江佳木斯分行
黑龙江佳木斯分行
黑龙江佳木斯分行
黑龙江哈龙支行

黑龙江绥芬河支行

借款人（抵押人）
林口县东方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林口县兆福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林口县万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林口县胜意农产品有限公司
林口县富通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宁安市贝虹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天维粮油有限公司
鹤岗市聚鑫源煤炭洗选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华睿米业有
限公司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金鑫米业有
限公司
望奎欧瑞喜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大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宇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桦南县金龙源实业有限公司
桦南县龙源油脂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希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佳木斯桐萌型煤经销有限公司
哈尔滨鑫亿建材经销有限公司
绥芬河市通达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人
张宇、张宝洋、马从英
赵伟国、王敏、赵志超
张春波、陶兴芬、黑龙江省哈牡绥东投资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牡绥东投资有限公司、张宇、徐瑀晨
张志明、倪娟

马桂杰、王维良
李长喜、李冬梅、马国臣、丁海霞
鹤岗市宏鑫鹤米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万通精米
加工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金鑫米业有限公司
鹤岗市宠鑫鹤米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华睿米业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万通精米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谢兆刚、黎秀萍

陈忠山、王志宏、孙艳玲、王明宇
魏显凤、张文杰、陈丽
桦南县凯华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张莹莹、左良刚
刘天洁、赖松江、刘天洁、赖子婧、关春雷
贾艳杰、许才
黑龙江鑫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栗英杰、王军
绥芬河市好比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绥芬河通达货运
有限责任公司、黄家林、崔艳花、黄家资、李丽

本金余额
7,000,000.00
6,700,000.00
5,515,274.19

379,408.72
2,800,000.00
2,800,000.00
1,402,160.24

19,499,999.97

1,920,250.26

10,091,996.46

14,927,809.41
20,000,000.00

3,069,992.41
22,977,367.78
19,975,527.33
2,399,398.26
2,784,122.52

19,000,000.00

20,000,000.00

利息余额
693,994.08
611,869.42
450,639.88
43,721.99

158,604.81
192,411.44
979,926.74

1,156,988.72

99,594.49

644,835.46

1,129,119.11
2,320,013.60

262,359.08
2,204,383.37

976,494.17
148,674.64
161,962.00

2,150,725.70

1,174,942.59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
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3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15年 6月 21日的

本金余额、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

余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长融金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丰盛胡同20号楼8层801

联系人：刘浩 联系电话：13796688833

根据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要求，经济日报社已对申领记者证

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领

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按姓氏笔画排序）：王伟、刘麟、

郑明桥、赵晶、管斌。

监督电话：（010） 83138953

公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