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日 星期四11 财 金

本版编辑 曾金华 彭 江

2020年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71万亿元——

保险业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
本报记者 于 泳 李晨阳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外国保险集

团公司和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外资保险公司的

准入标准。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落地，

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进入崭新阶段。

外资股比限制性规定取消

2019 年 5 月，银保监会提出允许外国保

险集团公司和境外金融机构成为外资保险公

司股东，外资保险公司的投资主体更加多元

化。同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决定，规定“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可

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境外金融

机构可以入股外资保险公司”。为落实《条

例》规定，明确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和境外金融

机构准入条件，亟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进行修改。

此次《实施细则》修改后，外资保险公司

的外方股东增加为三类，即外国保险公司、外

国保险集团公司以及其他境外金融机构。同

时，为保证外资保险公司的专业优势，进一步

规定外资保险公司的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

应当为外国保险公司或者外国保险集团

公司。

“允许符合条件的多元化主体持股外

资保险公司，可以丰富外资保险公司的股

东 类 型 和 资 金 来 源 ，进 一 步 激 发 市 场 活

力。”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细

则》参照外国保险公司的准入标准设定了

外国保险集团公司的准入条件。考虑到不

同国家和地区对保险集团公司监管实践的

差异性，《实施细则》规定外国保险集团或

者其主要保险子公司需要满足相关偿付能

力监管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为巩固对外开放成果，保

持制度一致性，前期银保监会发文取消了合

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限制，此次修改删除

了《实施细则》中有关外资股比的限制性规

定，外国保险公司或者外国保险集团公司作

为外资保险公司股东，其持股比例可达100%。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

表示，“《实施细则》修改后，一方面，有利于推

动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使中外资保

险机构在同一规则下开展业务，努力构建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对于外资险企

来说，新规完善了公司股权结构，有利于激发

市场活力，进一步提高外资保险公司投资国

内保险行业的积极性”。

外资险企加速布局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包括保险业

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统计显示，截至

2020年末，境外保险机构在华共设立了 66家

外资保险机构、117 家代表处和 17 家保险专

业中介机构，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 1.71 万

亿元。

“2018 年以来，共批准新设各类外资银

行保险机构 100 多家。其中，一批在财富管

理、商业保险、信用评级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的国际专业机构，通过独资、控股或参股等方

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机构投资中国金融市

场积极性显著提高。”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

日表示。

据悉，自银保监会宣布实施取消合资寿

险公司外资比例限制的开放举措以来，外资

保险加速布局中国市场。2020 年 1 月，安联

（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正式于上海开业，

成为中国首家开业的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

司，也是中国金融业近年来对外开放的标志

性成果。2020 年 7 月，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

获批改建为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成为中

国内地首家获得设立批复的外资独资人身保

险公司。

今年 2 月，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

司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产权转让协

议，将收购中信信托所持有的中德安联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49%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中

德安联将成为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或将成为继友邦人寿之后第

二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

“此次产权转让协议的签署表明了安

联集团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承

诺。”安联集团表示，通过充分利用安联集

团丰富的全球管理经验、先进的数字技术

和强大的品牌价值，安联将一如既往支持

中德安联为更多中国家庭提供更专业、更

全面的人寿保险解决方案，满足中国消费

者的保险需求。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月份，外资保险公

司保费收入 666.77 亿元，市场份额为 6.61%，

同比上升 1.17 个百分点。从保费增速来看，

外 资 人 身 险 公 司 原 保 费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7.21%，高于人身险公司平均13.49%的增幅，

外资产险公司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7.78%，

高于产险公司平均0.07%的同比增幅。

国内市场迎来新变化

业内人士认为，外资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不仅丰富了国内保险市场主体和产品，并且

引进国际保险行业的资金、经验和人才，对我

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利。

3月 22日，友邦保险集团宣布，旗下子公

司友邦人寿已获得中国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

批复，同意设立四川分公司并准予开业。这

是友邦人寿自 2020年设立以来，在内地市场

首次设立区域分公司拓展业务。友邦保险集

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源祥表示，对透过执

行差异化策略缔造可持续的增长充满信心，

并继续努力为中国内地寿险业健康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王绪瑾认为，“相比国内险企比较追求做

大规模的发展路径，外资险企的经营理念更

值得借鉴。此外，在公司治理方面，随着更多

外资险企进入国内市场，可以助力推进国内

保险行业的公司治理改革”。

友邦人寿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外资持

股人身保险公司比例的放开，外资进入寿险

业的组织形式更加灵活，有助于提高包括友

邦在内的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内地保险市场

的发展动力。“与此同时，开放有助于促进竞

争，竞争有助于提高效率，中国金融市场容量

巨大，而保险行业更是方兴未艾，我们可以凭

借各自的优势在市场中形成良性竞合、取长

补短，共同在中国市场实现成功，推动寿险业

的发展。”该负责人说。

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保险机构法人名单

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238 家保

险机构。从经营情况来看，虽然财险、寿险、

再保险领域都有外资保险公司参与，但整体

上我国保险公司的同质化倾向依然非常明

显。比如，曾有中小公司因产品研发能力不

足，直接照搬大公司的产品费率表，在产品销

售环节打“价格战”；还有公司以创新为名，通

过期限错配、高费低价搞恶性竞争，最终被监

管处罚。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一些外资保险公司

以独资的方式登陆中国市场，其不同的经营

理念、文化传统会在中国市场得到更多体现，

这对于市场多元化、差异化的经营管理都具

有积极意义。

近来，部分银行推出的“彩礼

贷”“墓地贷”引起舆论关注。

大众对此类“奇葩贷”的批评

声不断，认为彩礼贷不仅助长了

一些陋俗，还有“协助作弊”和“身

份歧视”的问题。其中，认为“协助

作弊”是因为彩礼往往是女方用

以衡量男方经济实力的依据，但

彩礼贷的出现则粉饰了男方的经

济实力，且该贷款在婚后需要夫

妻双方共同还款；“身份歧视”是

因为彩礼贷限定借贷方“需为行

政事业单位正式员工”，认为这是

对外企、私企、个体户、自由职业

者等金融信用的歧视。对“墓地

贷”的抨击声则主要集中在殡葬

行业暴利严重上。

事实上，无论是“彩礼贷”还

是“墓地贷”，之所以会引起人们

关注，重要原因是此类金融创新

“精准”触碰到了部分人群的焦虑

情绪。这样的行为，一方面透露出

部分金融机构对金融“创新”的过

度追求，以及盲目追求场景，诱导

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则表现出部

分金融机构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质。

应当看到，并不只是上述“奇

葩贷”，去年以来，微众银行、重庆富

民银行、四川新网银行等都接连爆

出消费贷风险事件。笔者认为，当前

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在

寻找场景拓展消费贷上用力过猛，

一些风险开始积聚，应当引起注意。

一是警惕“博眼球式”金融创

新。此次出现的“奇葩贷”，都是以

刺激焦虑情绪的方式出现，这样的

伪金融创新与多年前在保险领域出现的“雾霾险”“拉肚子险”

等“奇葩险”有异曲同工之处，应当吸取当时保险乱象的教训。

二是警惕精准“收割”再度出现。今年 3月，银保监会等

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

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严禁小贷公司、非持牌机构向

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坚决遏制互联网平台精准“收割”大

学生。应当看到，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乱象之所以会发

生，与一些互联网公司主动挖掘大学生群体贷款需求直接

相关。这样的“主动挖掘”并非只针对大学生群体，从某种程

度上说，上述“奇葩贷”的出现，也是“主动挖掘”，引诱过度

消费，刺激产生本来没有的贷款需求，继而对其“收割”。

三是警惕中小银行经营困难。过去几年，借助互联网平

台等第三方机构，一些中小银行进行了更多金融探索，其中

不乏超出其经营能力的行为，受经济下行及新冠肺炎疫情

等因素影响，有的中小银行经营压力凸显，在压力作用下，

没有将更多精力放在服务实体经济上，转而寻求“捷径”，此

次“奇葩贷”的出现就是表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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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拟对所持有的大连北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等30户不良资产进行公开处置，特发
布此公告。具体处置资产内容见公告清单。

特别提示：此次发布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拟处置资产进行打包或单户处置。
拟处置资产的利息暂计算至相应截止日，具体转让利息金额以实际转让之日计
算利息为准。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公开处置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此次拟处置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4
月30日。
联系人：潘女士 王女士 联系电话：0451-82282783
电子邮件：panchunjing@coamc.com.cn、wangmo@coamc.com.cn
通信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115号 邮编：15009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451－82282819（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黑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451-84881982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省监管局 电话：0451-53631960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21年4月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债务人名称
大连北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北首光源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永欣香榭里实业有限公司
大连美海水产有限公司
金州区吉星综合养殖公司
加利亚（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连嘉邺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
大连天利广建设有限公司
大连市甘井子区泉鑫园塑料编织厂
黑龙江省供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赛丽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农业开发建设总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五星村园艺示范农场
伊春市四海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双城市瑞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双裕牧业现代化有限公司
双城市国营种畜场
双城市龙财石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佳木斯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49,984,403.81

499,965,588.56

400,000,000.00
8,871,225.62

1,600,000.00
26,818,000.00
20,996,708.70
29,997,079.93
2,409,647.30

68,000.00
78,600,000.00
44,111,500.00

8,880,000.00

1,700,000.00
3,000,000.00
6,495,000.00
4,000,000.00
1,165,000.00

390,500,000.00

1,579,162,153.92

利息
13,071,612.68

96,550,596.43

234,305,498.11
71,278.63
83,530.00

72,196,614.15
8,808,304.91
4,236,970.15
6,626,424.07

782,230.29
130,834,809.53
81,071,568.21

12,888,941.94

10,116,817.98
4,555,794.68

18,339,749.55
6,558,914.81
3,654,545.01
1,495,062.91

262,768,534.72

969,017,798.76

代垫费用

2,128,539.83
79,900.00

950,085.00
467,205.46

127,180.75

59,381.83
44,054.92

2,310,859.34

3,856,347.79

保证措施
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抵押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保证担保（抵押物已抵债）
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保证担保

保证人
陈豹娒、徐芝莲、金国平、陈建丽、北首光源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北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北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大连世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大连北首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大连北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御辽参（大连）海珍品
科技有限公司、北首集团有限公司、WORLD GLORY ENERGY LIMITED、陈建丽、金国平、北首光源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永欣香榭里实业有限公司、王润祥、杨晓巍
周宗潜、许润秀、旅顺美海海产品养殖场

大连盛兴大酒店有限公司、加利亚（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孙海波、周静、孙树声、潘慧玲、大连嘉邺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汇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连雨立方科技有限公司、韩国（株）大元乐器、薛建会、李支辉、金萱、孙佩、朴钟学、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
傅承鹏、殷晓媛、傅承学、王芳
大连利达汽车保养厂
黑龙江省供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供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龙联商贸中心（原黑龙江乡镇企业联营公司）、黑龙江省乡镇企业联营公司龙乡宾馆、黑龙江省宁安县化肥厂、黑龙江三江农发经贸有限公
司、黑龙江环艺育草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五星村园艺示范农场、哈尔滨市道里区福强畜牧场、哈尔滨福强种猪示范基地
伊春市四海福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市能源电子公司、哈尔滨市恒威建筑工程公司、黑龙江省双裕牧业现代化有限公司

正信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屏南宏德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贸国控（福建）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黄宝安、屏南康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现更名为“中贸国控（福建）能源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建设、自然人严江波

暂定基准日
2017年 8月 31日

2017年 8月 31日

2020年 6月 20日
2017年 8月 31日
2013年 12月 20日
2019年 7月 31日
2019年 7月 31日
2019年 7月 31日
2019年 7月 31日
2017年 7月 20日
2020年 6月 20日
2020年 6月 20日

2017年 9月 20日

2017年 9月 20日
2017年 9月 20日
2017年 9月 20日
2017年 9月 20日
2017年 9月 20日
2017年 9月 20日

2021年 3月 3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借款人

大连天利广建设有限公司

大连东远保税库

大连中宇电子有限公司

大连创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大连禹王服装有限公司

普兰店市城子坦君成孵化厂

合计

抵债资产描述
大连市旅顺口区向阳街西三巷 30号房屋，面积 244.46平方米
大连市旅顺口区向阳街西三巷 31号房屋，面积 207.32平方米
大连市旅顺口区向阳街西三巷 32号房屋，面积 320.43平方米
大连市旅顺口区黄河路 93-10号 1层房屋，面积 255.19平方米
大连市旅顺口区启新街 52号 1-2层房屋，面积 179.42平方米

〔2006〕大仲调字第 313号调解书，将位于金州区亮甲店大房执金集字第 10040003号房产，仓储库，面积 2131.3平方米资产作价 746000元人民币抵偿债务。
（2010）庄执字第111号裁定书，将庄河市大营镇大营村，证号：庄村房执字第0002228、0002229、0002669、0002670、0002671号房产总面积5297.17平方米，证号：
庄国用（2005）字第 1202号土地面积 11050.26平方米和机器设备共作价 7393000元抵偿相应数额的债务。

（2012）庄执字第 1502-1509号执行裁定书，将庄河市徐岭镇宫洼村证号：庄村房执字第 01080001403-01080001412、01080002567号厂房总面积 13613平方米、
证号:庄国用（2003）字第 0610号、庄国用（2005）字第 0615号土地总面积 21119.23平方米，及设备作价 29687900元人民币抵偿债务。
庄河市人民法院依法做出（2010）庄执字第166号裁定书，将坐落于庄河市蓉花山镇德兴村建筑物（三层厂房建筑面积为2007平方米、证号为房权证庄字第0307092
号）及土地使用权面积 5646.97平方米【土地证号庄国用（2007）第 1603号】房地产和机器设备作价 1690000元抵偿债务。

（2011）普民初字第36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权。根据（2014）普执字第1188号执行裁定书，将位于普兰店市城子坦镇大卢村普兰店市城子坦君成孵化厂的土地
使用权，面积 2678.50平方米，土地证号：普国用（2004）第 367号；房屋，面积 1123.72平方米，证号为普房权证普单字第 016400号及构筑物等设施和机器设备，作
价 1,351,680元人民币抵偿债务。郝德君尚欠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兰店支行 209,839.13元，应由郝德君继续偿还。

抵债金额（元）
2,440,000.00
2,070,000.00
3,110,000.00
4,580,000.00
1,390,000.00

746,000.00

7,393,000.00

29,687,900.00

1,690,000.00

1,351,680.00

54,458,580.00

剩余债权

见债权清单

截止日 2013年 12月 20日，剩余债权利息 13,798元

截止日 2014年 6月 26日，剩余债权利息 2,206,139.73元

截止日 2014年 6月 26日剩余债权总额：37,598,757.6元，其中本金：6,192,100元；利息 31,406,
657.6元

截止日2014年6月26日剩余债权总额：2,897,663.08元，本金：890,000元；利息2,007,663.08元

剩余债权：209,839.13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关于大连北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等30户不良资产的处置公告

债 权 资 产 单位：人民币元

图/刘道伟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