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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进一步加强股权监管 确保“保险姓保”  

【参考信息】 

 保监会 29日发布修订后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保险公司单

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由现行的 51%降低至 1/3。保险公司股东拟划分为财务类、战略

类、控制类三种类型，准入要求逐级递增。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达到战略

类或控制类股东标准的，其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应当符合关于战略类或控制类股东

的有关要求。 

 保监会表示，此次修订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强股权监管、

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对相关风险隐患的查处手段和问责力度。 

 一是进一步严格股东准入标准。《办法》本着“让真正想做保险的人进入保险业”

的原则，针对财务类、战略类、控制类股东分别设立严格的约束标准，设定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规范投资入股行为，确保“保险业姓保”。 

 《办法》明确，根据持股比例、资质条件和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保险公司

股东分为三类：一是财务类股东，指持有保险公司股权不足 10%，对保险公司经营

管理无重大影响的股东；二是战略类股东，指持有保险公司股权 10%以上但不足 20%

的股东；或者持有的股权虽不足 10%，但足以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

股东；三是控制类股东，指持有保险公司股权 20%以上，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有控

制性影响的股东；或者持有的股权虽不足 20%，但足以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产生控

制性影响的股东。 

 对于控制类股东，《办法》明确，除需满足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净资产不

低于 2亿元、净资产扣除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正等条件外，还需满足最近一年年末

总资产不低于 100 亿元、净资产不低于总资产的 30%、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杠杆率不

得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等条件。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达到战略类或控制

类股东标准的，其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应当符合《办法》关于战略类或控制类股东

的有关要求。自投资入股协议签订之日前 12个月内具有关联关系的，视为关联方。 

 二是强化股权结构监管。《办法》明确，股东持有保险公司股权的比例，单一股东

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总股本的 1/3；单一有限合伙企业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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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总股本的 5%，合计持股不超过 15%。保险公司因为业务创新、专业化或集团

化经营需要投资设立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上限不受限制。经保监会批准，对保险

公司采取风险处置措施的，持股比例上限不受限制。 

 除经保监会批准参与保险公司风险处置等特殊情形外，同一投资人只能成为一家经

营同类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控制类股东。投资人成为保险公司战略类股东的家数不得

超过两家。投资人成为保险公司财务类股东的家数不受限制。 

 三是强化股东监管。《办法》加强对保险公司股权结构和真实股东的穿透式监管，

在注重股东资本实力、持续出资能力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对行业背景、个人素质、

管理团队、既往投资情况等方面的考察评估，以确保其具备符合保险行业特点的理

性投资心态和稳健经营理念。 

 四是加强资本真实性核查。为规范股东出资行为，防范用保险资金通过理财方式自

我注资、自我投资、循环使用，《办法》以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了不得入股的资

金类型，同时进一步明确审查标准，采取更加明确有效的监管指标，确保投资人资

金来源的真实合法性。 

 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可以以信托资金或受托管理资金投资保险公

司，但此类机构以信托资金或受托管理资金投资的，只能成为保险公司的财务类股

东，并应当逐级披露信托计划或受托管理资金的持有人，及其与保险公司、保险公

司其他投资人之间的关联关系。 

 五是强化审查措施和问责力度。《办法》通过事前披露、事中追查、事后问责等一

系列监管手段，建立了股权管理全链条审查问责机制，采用公众监督、股东承诺、

章程特殊条款、严格问责等措施，有效防范治理风险。 

【分析点评】 

 保监会拟降低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意味着将加强对保险公司真实股权

结构和最终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式监管，防范“一股独大”带来的风险。保监会副主

席陈文辉此前表示，个别保险公司与非保险股东作为一致行动人举牌上市公司股票，

导致大股东意志主导投资决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有必要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

防止保险资金被利用、被错误使用。 

【参考链接】 

 保监会：进一步加强股权监管 确保“保险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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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三驾马车”最赚钱 小米宣布正式创办新网银行】 

根据 A 股上市公司 2015 年年报，最赚钱上市公司前 30 强中，银行股占了 14 只，

接近一半，加上保险和券商股，金融行业“三驾马车”是最赚钱的行业。随着民营银行

开闸，拥有巨量用户又有钱的互联网巨头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12 月 27 日，小米创始人兼 CEO 雷军在其微博上公布，小米和新希望集团、红旗连

锁共同发起设立的银行也正式创办了，名字叫新网银行。 

自 12 月以来，银监会对民营银行的批筹速度明显加快。银监会官网信息显示，银

监会于 12 月 16 日至 19 日期间连续批复了 5 家民营银行。至此，民营银行获批筹备总

数达到 16家。 

除了银行牌照外，美团点评在此前不久还获得了小额贷款牌照，其小贷业务也于近

日正式开业。不仅如此，今年 9月，美团点评宣布完成对第三方支付公司“钱袋宝”的

收购工作，而收购完成后，美团点评也获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 

互联网企业凭借其强大的流量入口和分发能力，可以使金融服务和产品快速、广泛

地触达用户。同时，互联网企业积累的海量用户行为数据，反过来也能帮助银行设计更

具个性化的金融产品。 

◆【央行再发文件 刷卡手续费市场化定价加速度】 

12月 29日，央行发布消息称，日前与国家发改委、银监会等 14部委联合印发了《关

于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要逐步实现，信用卡利率、银行卡刷卡

手续费的市场化定价，引导市场主体提高自主定价能力。 

长期以来，银联一直是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支付卡惟一交易清算供应商，这一垄断地

位也让银联在市场上“一家独大”，并由此导致交易清算价格垄断、创新乏力等结果。

近年来，国内第三方支付的迅猛发展对银联的清算转接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银行卡

定价机制被倒逼着加速市场化。 

在这样的压力下，近两年定价机制市场化的步伐也一直在提速。此次《意见》下发

之前，2015年 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的决定》，标志着银

行卡清算市场步入了市场化的阶段；2016年 6 月，央行正式发布《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

办法》，对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准入门槛、规则和要求进行了细化；2016 年 9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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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改”政策正式实施，不仅行业分类被取消，刷卡费用下降，而且由政府定价转为收单

机构市场化定价。 

不过，央行支付司司长樊爽文也曾表示，银行卡业务定价市场化是方向，但是具体

怎样逐步落实，是一步到位，或是分步骤实施，还将进一步研究。 

《意见》还指出，要稳妥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支持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试点设立信用卡公司，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鼓励发卡机构通过保险

合作等方式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客户权益保障机制，积极发展银行卡客户损失补偿保

险等。 

◆【中国官方调整人民币汇率指数篮子 美元权重下调至 22%】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于 29日公告称，将调整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

规则，新增 11种 2016 年挂牌人民币对外汇交易币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调整

后，篮子内美元权重由 26%下降到 22%。 

2017年 1月 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货币篮子新增 11种 2016年挂牌人民币对外

汇交易币种，篮子货币数量由 13种变为 24种，新增篮子货币包括南非兰特、韩元、阿

联酋迪拉姆、沙特里亚尔、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威克朗、

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称，此次新增篮子货币基本涵盖中国各主要贸易伙伴币种，进一

步提升了货币篮子的代表性。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分析指出，篮子

构成调整后，主要货币的权重均有所下降，单一货币变动对 CFETS人民币指数的影响减

弱，有利于保持指数走势的稳定。这或意味着明年央行在汇率调控中，会更加看重人民

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 

调整后，美元权重由 26%下降到 22%，若加上盯住美元的港元，二者整体比重从 33%

下降到 26%。钟正生认为，综合来看，明年中国央行应会更重视“增强汇率弹性”。人民

币汇率将继续跟随美元波动，倘若美元大幅走强，人民币随之走弱不可避免，但是，人

民币“急贬”的一幕应难再现。待前期所积累的贬值压力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后，下半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将震荡中企稳。 

◆【12月全国首套平均房贷利率 4.45% 天津最低】 

国内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报告显示，从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走势来看，12月全

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为 4.45%，与上月持平。同比去年 12月的 4.63%下降 0.18%。在融 360

http://finance.qq.com/a/20161229/037850.htm
http://bank.hexun.com/2016-12-30/187558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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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 35个城市中，平均利率最低的为天津的 4.13%，最高为乌鲁木齐的 4.90%。 

去年同期，全国优惠利率占比为 68.05%，此后全国优惠利率占比连续数月增长，本

月优惠利率占比 81.24%，较上月下降了 3.19%。从首套房利率的优惠力度来看，本月全

国 533家银行中，提供 9折以下优惠利率的银行有 151家，和上月持平，占比 28.33%。 

本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最低的城市为天津，首套房平均利率是 4.13%。目前，

十大城市的平均利率折扣都在微调。以天津为例，目前提供房贷业务的 16 家银行全部

提供优惠利率，1 家银行提供 8 折优惠利率，1 家提供 8.2 折优惠利率，1 家提供 8.3

折优惠利率，13家提供 8.5折优惠利率，致使天津的首套房平均利率低至 4.13%。 

本月二套房平均利率为 5.40%，与上月持平。从同比来看，去年同期二套房利率为

5.39%，本月同比上升 0.01%。 

融 360 监测的 35 个城市 533 家银行中，除 9 家停贷银行外，共有 514 家银行执行

基准利率上浮 10%，和上月持平，是当前二套房贷款的绝对主流利率。执行基准利率的

银行有 2家，和上月持平，为二套房最低利率，执行基准利率的是大连的浦发银行和郑

州的招商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5%的有 1家，上浮 12%的有 1家，上浮 15%的有 2家，

上浮 20%的有 2家，另有北京的民生银行上浮 30%，郑州的郑州银行上浮 40%。 

融 360分析师王梦升认为，当前二套房利率走势较为平稳，未来，如果没有进一步

的政策刺激，二套房贷款利率将会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上浮 10%的主流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