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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人寿遭重罚 姚振华被禁入10年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记者昨日从保监会获悉，因前海

人寿存在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等问

题，保监会对前海人寿及相关责任人

员分别作出警告、 罚款等处罚措施，

对时任前海人寿董事长姚振华给予

撤销任职资格并禁入保险业

10

年的

处罚。

保监会开出的处罚决定书显示，

前海人寿主要存在编制提供虚假材

料、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等问题。

关于编制提供虚假资料，前海人

寿在就

2015

年

11

月增资活动提交

的相关报告中，作出股东增资资金性

质为自有资金等陈述。 经查，相关增

资资金情况与报告陈述不符。 保监会

认为，时任董事长姚振华对上述违法

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违规运用保险资金方面，权益类

投资比例超过总资产

30%

后投资非

蓝筹股票。

2015

年和

2016

年，前海人

寿在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超过总资

产

30%

后， 投资了多只非蓝筹股。

2014

年至

2016

年， 前海人寿在某银

行办理

T+0

结构性存款业务。

2015

年至

2016

年， 前海人寿以间接投资

股权方式，认购深圳某产业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等多只基金份额，上述基

金的管理人在注册资本、管理资产等

方面，未达到保监会对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人资质要求。

2015

年至

2016

年，

前海人寿向保监会提交的相关产业

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项目材料报告，

未按规定披露基金管理人的资质情

况。 另外前海人寿投资的某文化金融

中心项目、 某度假酒店项目等项目，

项目公司均向前海人寿股东进行了

借款，但未按照规定提供担保。 时任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李明等管理

人员对上述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在深入开展调查取证的基础上，

保监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定程序，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等法律法

规，对前海人寿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了

行政处罚：对前海人寿罚款

80

万元。

对李明等

6

个相关负责人警告，并罚

款合计

56

万元。 对时任前海人寿董

事长姚振华给予撤销任职资格并禁

入保险业

10

年的处罚。

前海人寿及姚振华提出向保监

会提交相关资料的行为属于“重大遗

漏”，姚振华对该行为负有领导责任，

非直接责任， 该行为并非情节严重，

请求减轻处罚，且撤销任职资格和行

业禁入并用属于重复处罚等申辩意

见。 程靖刚、李济伟、黄皓、孙磊均提

出， 其主观上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故

意，请求免予处罚。 保监会复核认为

前海人寿编制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

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对陈述申辩意

见未予采纳。

有业内人士表示，对姚振华的处

罚， 意味着他不能再担任前海人寿的董

监高职务，也不能去其他保险机构任职，

但仍然可以做股东。 从行政处罚书来

看， 所涉事项与万科事件并没有直接联

系， 但在万科

3

月份的董事会及董事会

换届选举召开之前， 前海人寿被罚会影

响万科其他股东的判断。

目前， 前海人寿直接持有的万科股

权加上宝能系旗下的钜盛华所持股份，

宝能系仍为万科第一大股东， 姚振华为

前海人寿及宝能系实际控制人。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下一

步，保监会将依法合规、积极稳妥推进前

海人寿股权、 公司治理等问题的后续处

置工作，督促公司规范运营管理，优化治

理结构，尽快重回稳健运行轨道。 同时，

保监会将密切跟踪监测公司运营情况，

督促公司采取有效措施维持正常经营

秩序，确保公司稳定运营，保障保险消

费者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保险业平稳健

康运行。

2月24日上午，鼎泰新材正式更名顺丰控股并在深交所敲钟上市，意味着顺丰控股正式亮相资本市场。 当日顺丰控股股价高开高走，并以涨停报收，总市值达

2309.81亿元，超过美的集团和万科，成为深市第一大市值公司。 图为顺丰控股上市仪式现场。 宋春雨/图文

顺丰控股借壳上市 市值升至深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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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人

破坏秩序者理当出局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将匹凸匹和 ST 慧球轮番玩弄于

股掌的资本市场著名“网红” 鲜言或

被罚 34.7 亿，以多次顶格罚款和终身

市场禁入为其以往不羁的行径付出代

价，全市场无不拍手称快。对于这类视

职业操守、规则底线于无物，公然挑衅

监管权威，全然不顾广大股东利益，破

坏市场秩序的人，就该让其出局，得到

应有惩罚。

A 股上市公司违规并不鲜见，频

频违规的上市公司也很常见， 但敢于

向监管部门发出“挑战” 的个人却极

其罕见，鲜言就是这么个人。不管是控

制匹凸匹时违反信息披露规则被立案

调查， 还是因股权之争酝酿出逻辑错

乱、 内容荒唐、 极具挑衅意味的所谓

“1001 条议案” ，鲜言的“资本运作”

总是在市场掀起轩然大波， 在把自己

推向风口浪尖的同时， 也把自己陷入

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证券市场参与者为利而来， 为了

谋取更大利益而玩弄各种 “猫腻”手

段甚至不惜违法乱纪的人与事从来未

曾绝迹，然而，这一次的 ST 慧球信披

事件，却透露出了不同的意味。纵观国际

国内证券市场， 违法违规的主体为了攫

取不当利益，或偷偷摸摸，或瞒天过海，

密室策划，暗箱操作，真真假假，故布迷

雾，意图逃避监管，打法律法规的“擦边

球” ，面对法律和监管，其主观上是心虚

的、忌惮的，心存侥幸以求一逞。但在 ST

慧球的案例中，违规者已经了无顾忌，对

法律法规持一种藐视的态度， 公然挑衅

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地步，“1001

项议案” 事件已不再是单纯的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ST 慧球和鲜言无视

党和政府权威，打着信息披露的幌子，将

《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公序

良俗矮化为董事会决议事项， 不仅挑战

党和政府的权威，藐视法律规定，也践踏

了社会公德，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必须

依法严惩。

资本市场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必须要在公平、 公开、 公正的市场环境

下， 在对违法违规者有震慑力的监管环

境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所以面对违

法违规者的公然挑衅， 证监会祭出史上

最严厉处罚，下狠心出狠招，快速调查，

迅速行动， 让鲜言用巨额代价为自己的

哗众取宠埋单。

近一段时间以来， 资本市场掀起了

稽查风暴，在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背

景下， 证监会对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行为

坚持“零容忍”“全覆盖” 的执法态度，

对欺诈发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和危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行为保持执法高压态势， 那些有意利用

证券市场攫取非法利益的潜在违规者，

借以试探法律法规的底线， 借以窥测监

管部门是不是真的长有“牙齿” 的人，可

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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