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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连发19份监管函拉开财险严监管序幕
有关负责人认为当前一些财产保险产品已被异化成为公司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的工具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临近春节，保监会严监管仍丝
毫不放松。 2 月 13 日，保监会公布
了针对问题产品向 19 家财险公司
下发的监管函。 这一实际行动，也
契合近期保监会在北京召开的
2018 年全国财产保险监管工作会
议 上 对 2018 年 财 产 保 险 监 管 的
工作部署， 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
以加强产品监管为切入点， 切实
防范风险。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监
管函的相关情况告诉记者，为提高
财产保险公司产品质量，整治产品
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保监会印发
了《
关于开展财产保险公司备案产
品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部署开
展财险公司备案产品专项整治工

作。 整治工作分为公司全面自查、
公司整改清理以及监管检查三个
阶段。
“
前期 84 家财险公司在自查整
改阶段自查产品 161928 个，发现问
题产品 8495 个，清理注销“
僵尸”产
品 10667 个。”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 保监会结合公司自查整改
情况以及日常监管情况， 选取部分
财险公司作为检查对象， 对在用备
案产品进行随机抽查，发现 19 家检
查对象存在问题产品 1672 个。针对
发现产品问题，近日，中国保监会向
19 家财险公司下发监管函，对问题
产品责令停止使用， 并对其中情节
严重的 10 家公司要求在 3 个月内
禁止备案新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
农险产品除外）。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了

当前财产险领域产品主要存在问
题。 认为当前一些财产保险产品已
被异化成为公司违法违规、 扰乱市
场的工具。
具体来说， 有的财险公司产
品创新偏离了保险主业， 盲目追
求与大资管和互联网金融的接
轨，片 面 突 出 产 品 的 短 期 、 高 频 、
高收益和理财特性， 背离了保险
保障和稳健经营的要求。 有些公
司产品创新违背了保险利益原
则、 损失补偿原则等基本保险原
理，开发承保投机风险、赌博风险
的保险产品， 保险产品异化成对
赌工具，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损害
了社会公共利益。 有些公司将产
品创新错误理解为炒作概念和制
造噱头， 产品创新主要为了吸引
眼球、制造话题，忽视了保险产品

本身的保险保障功能作用， 销售
过程中搏出位，理赔时不能发挥风
险转移功能，造成保险纠纷，损害
了行业形象。 还有些保险产品定价
不合理，没有遵循精算原理，费率
调整随意性较大，预定损失率和费
用率倒挂， 个别产品费用率高达
90％，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 此次监管函叫停的产品存在的
主要问题有： 产品命名不规范、条
款表述不清晰、违反保险原理或保
险法规定、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
的条款未作明显标示、条款适用标
准引用错误、 费率调整条件不明
确、调整范围无上限、险种分类错
误等问题。 上述问题反映出部分公
司在产品管理方面主体责任缺失，
开发设计合规意识薄弱，产品管理

制度不健全， 产品开发创新机制不完
善， 甚至对保险产品本身保障功能理
解不到位。
保监会此番连发 19 份监管函拉
开了 2018 年财险严监管的序幕。 这也
符合 2018 年全国财产保险监管工作
会议上要求，2018 年要开创财产保险
监管工作新局面有三方面重点工作，
首先就是坚持以加强产品监管为切入
点，切实防范风险。 保监会下一步，将
继续加强产品监管力度，从产品开发、
准入、监管、退出全流程加强财产保险
产品监管，建立产品审核档案，对违法
违规的问题产品坚持强制退出， 对情
节严重的公司停止申报新产品。 另外
两方面则是坚持以治乱象为抓手，重
塑财产保险市场秩序； 以及坚持以深
化改革为动力， 提升财险行业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

远期结售汇可差额结算 交割币种为人民币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继 2016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放
开 远 期 结 汇 差 额 交 割 后 ，2 月 13
日，外汇局发布《
关于完善远期结售
汇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
（
汇发〔
2018〕3 号）允许远期售汇
到期交割方式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全
额或差额结算，《
通知》 自发布之日
起正式实施。
外汇局方面表示， 远期结售汇
业务是目前国内外汇市场最基础和
通知》 从丰富交
主要的衍生产品，《
易机制的关键环节入手，继 2016 年
放开远期结汇差额交割后， 允许远
期售汇到期交割方式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全额或差额结算， 至此远期结
售汇在市场定价、交割结算、风险管
理等方面完全实现了市场化。
《
通知》要求，银行为客户办理
远期结售汇业务， 在符合实需原则
前提下， 到期交割方式可以根据套
期保值需求选择全额或差额结算。
差额结算的货币为人民币， 用于确
定轧差金额使用的参考价应是境内
真实、有效的市场汇率。
一国有大行资深外汇分析师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2016 年之前，银
行为客户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都采
用全额结算的方式进行交割， 全额
结算交割要求企业支付 100%的现
金，特别是在进行远期结汇时，企业

无法自留外汇头寸； 差额的话则是
到期交割时， 只交割签约日当时确
定的汇价与交割当天现汇价之间的
差额。 企业在进行差额结算交割后，
自身的外汇头寸可以继续保留，这
可以增大企业外汇使用的自由度。
例如， 假如一家企业与银行签
订了 1 年期的远期结汇， 结汇规模
为 1 亿美金， 双方确定的汇价为
6.8， 而到一年后的结汇日当天，现
汇价为 7。 如果是全额结算交割，则
交割日当天， 企业要向银行交付 1
亿美金，从银行获取 7 亿人民币；差
额交割的话， 只要银行给企业支付
2000 万人民币就行，企业的 1 亿美
金仍可保留在自己手中。

“
远期结售汇差额结算，类似于
离岸市场的无本金交割远期
（
NDF）， 只不过前者交割的币种是
人民币，后者是美元。远期结售汇新
增差额结算， 是为企业规避人民币
汇率风险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另一
国有大行外汇交易人士对证券时报
记者称。
《
通知》还表示，银行应提高业
务创新和管理水平， 积极支持客户
做好外汇风险管理， 同时完善客户
风险教育，引导树立风险中性理念，
合理、审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
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近日撰文指
出， 随着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趋于平
衡， 前期采取的宏观审慎政策已全

部恢复中性， 下一步外汇管理部门将
进一步推动跨境资本流动的均衡管
理：一是在管理目标上，理性看待外汇
储备增减， 更强调在高水平的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上，实现国际
收支动态平衡；二是在管理理念上，坚
持政策中性原则， 外汇市场微观监管
强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政策标准的一
致性：既支持合法合规资金流出，也支
持合法合规资金流入； 三是在外汇执
法上，强调真实合法合规，强调执法标
准跨周期的一致性、 稳定性和可预测
性，对违法的流出、违法的流入都严厉
打击，重点打击地下钱庄、虚假交易、
操纵市场等各种形式的违法违规行
为，维护外汇市场正常秩序。

美国政府公布1.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
未来10年将利用2000亿美元联邦资金撬动1.5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当地时间 12 日，美国白宫向国
会提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计
划未来 10 年内利用 2000 亿美元联
邦资金撬动 1.5 万亿美元的地方政
府和社会投资， 改造美国年久失修
的公路、铁路、机场以及水利等基础
设施。
美国政府公布的这份长达 53
页的文件详细介绍新计划， 包括缩
短项目批准时间至两年、 投资农村
项目和改善工人培训等。其中，联邦
资金中的 1000 亿美元将用于建立

奖励计划，以激励州政府、地方政府
和私营资本加大对基建项目投资；
500 亿美元将用于支持农村地区重
建并改造交通运输、水电、宽带等基
建项目；500 亿美元将用于奖励变
革性基建项目、 扩充现有基建融资
项目和融资周转基金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承
诺，当选后将对美国机场、铁路、公
路以及港口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
改造。去年 2 月，他在当选总统后的
首次国会演讲中表示， 将向国会提
出 1 万亿美元的基建支出计划，以
替换美国“
破碎的基础设施”。如今，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基础设施年久
失修的情况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
的地步， 损害了美国竞争力和民众
生活质量。他表示，白宫的基建投资
计划将巩固美国经济， 提高美国竞
争力，为美国家庭降低生活成本。
有分析人士表示， 特朗普的这
份基建投资计划很难在国会获得跨
党派支持。 民主党议员认为无法满
足美国基建融资需求， 部分共和党
议员或认为基建投资将使联邦政府
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高盛也表示，
该计划在今年实施的概率很低。
美国白宫还预计，美国 10 年期

预算赤字为 7.095 万亿美元， 之前
预计为 3.15 万亿美元；2018 财年预
算赤字为 8730 亿美元，之前预计为
4400 亿美元。 到 2028 年，美国联邦
政府债务将增至 29.9 万亿美元，较
目前增加 9.4 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近日的一份文件则
显示，联邦政府 2018 财年预计将继
续举债近万亿美元， 几乎是上一财
年的两倍。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这份
文件， 为财政部担任顾问的多家银
行联合预计，2018 年联邦政府预计
新增债务 9550 亿美元，达到 6 年来
的最高水平。 美国财政部还预计，

2019 年将发行超过 1 万亿美元国债，
达到 1.083 万亿美元。 一直以来，美联
储都是政府债券的重要买家之一，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买下了大量政府
债券，即量化宽松。 不过，美联储早已
缩表”进程。
开始了“
就在上周， 美国通过的两年预算
协议结束了政府的短暂停摆， 但引发
了市场对美国财政稳定性的质疑。 凯
投 宏 观 经 济 学 家 Andrew Hunter 和
Michael Pearce 表示，如果美国国会到
2020 年无法通过新协议再次提高支出
水平，此前的财政上限被重新实施，财
政政策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的拖累。

商务部：美国对国内产业
过度保护将导致恶性循环
针对美国对进口自韩国、土耳其、中国等
国家的钢铁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一事，商务
部有关负责人 13 日发表谈话指出， 对国内产
业过度保护并非贸易救济本意，往往会导致恶
性循环。
美国东部时间 2018 年 2 月 12 日， 美国商
务部发布公告，对进口自韩国、土耳其、希腊、印
度、 加拿大和中国的大口径焊管产品发起贸易
救济调查。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表示，
中方对美方在钢铁产品领域严重的贸易保护主
义倾向表示担忧。 根据美方统计，截至 2018 年
1 月， 美方现有生效的贸易救济措施中有 222
项针对钢铁产品， 占美全部贸易救济措施比例
超过 50%，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进口钢铁产品。
虽然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是世贸成员的权
“
利，但对国内产业频繁、过度的保护并不能实
现贸易救济的本意，而且往往导致恶性循环。 ”
他说。
王贺军强调， 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基础仍然
十分脆弱，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和行动。中方呼
吁美方克制使用贸易限制措施， 与各方遵守多
边贸易规则， 为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此外，商务部 13 日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99 个国家和地
区的 955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累计实现投资 695.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5%，连续 3 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8 年 1 月， 我国企业
对“
一带一路”沿线的 46 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
计投资额 1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占同期
总额的 11.4%，主要投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老
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
国家。
（据新华社电）

美政府6年投资
逾千亿美元推动新药开发
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
１２ 日发布在美国《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美国政
府投入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用于生物医药基础研
究，推动新药开发。
这份美国本特利大学科学与产业融合中心
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药管局上述 ６ 年间批准的
２１０ 种新药都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
究有关，其中 ６４０ 亿美元与 ８４ 种创新性首创药
物有关。
报告分析了超过 ２００ 万篇与这 ２１０ 种新药
直接相关或与其生物标靶相关的科研论文，其
中 ６０ 万篇论文来源于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
科研项目，科研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 超过九
成的资助与生物靶标研究直接相关， 而非药物
本身。
论文作者之一弗雷德·莱德利说：“
这凸显
了政府资助下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对药物发现
和开发进程的关键影响。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１ 月 ２３ 日宣布，将在
今后 ６ 年内拿出 １．９ 亿美元资助基因组编辑研
究项目，消除这项“
革命性”技术应用于治疗人
类患者的障碍。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