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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酝酿对信保合作进行四方面调整
包括信保合作准入门槛、投资集中度、可投资非标债权评级范围、信用增信
证券时报记者 云中晔

乙二醇期货下周一正式挂牌
煤制乙二醇不会进入交割

信保业务正在高歌猛进， 信托与
保险的独特性令两者具备较好的合作
基础。证券时报记者获悉，近日在中国
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主办的研讨会
上， 监管部门人士披露了信保合作最
新数据， 并透露将酝酿在信保业务政
策进行四方面调整，做到疏堵结合。
具体包括信保合作准入门槛、投
资集中度、 可投资非标债权评级范围
以及信用增信等四方面的调整。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酝酿四方面调整
目前， 信托和保险合作的业务模
式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保险金信托模
式，另一类是保险资金配置信托模式。
数据显示， 目前信保业务中保险资金
配置信托业务规模占比超过 95%。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在资管新规
出台后， 银保监会将针对信托公司出
台“
补丁”文件——
—具体在信保合作业
务方面， 目前监管部门正研究对四方
面要求进行调整：
一是信托公司选择标准或将放
松。 不少保险公司表示，根据规定，选
择信托公司的主要标准有两个： 一是
信托公司净资产不低于 30 亿；二是近
3 年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
刑事案件且未受监管机构行政处罚。
银保监会正在研究放宽信托对接
保险资产的条件， 将会区分重大处罚
和一般处罚， 而如何界定重大处罚和
一般处罚，行业较为关注。
二是投资集中度进一步明确。 原
中国保监会 2012 年出台的《
关于保险
资金投资有关金融产品的通知》（
简称
《
通知》） 中规定保险公司投资单一理
财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项目
资产支持计划的账面余额， 不高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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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发行规模的 20%。
据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分信
托计划会设计成分期募集的形式，在
报备时的期数和发行规模会远大于实
际成立的期数和实收规模。 信托计划
成立后， 后续几期的信托计划可能会
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立， 造成在信托
实际存续期间， 保险公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的账面余额占信托实收规
模的比例远超过 20%的情形。
对此， 银保监会正在研究将投资
同一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金额，
不得高于该产品发行规模的 20%，修
改为不得高于该产品实收规模的一定
比例，意在填补这一漏洞。
三是可投非标债权范围有所限
制。 上述《
通知》规定保险资金投资固
定收益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用等
级应当不低于国内评级机构评定的 A
级或者相当于 A 级的信用级别。 实际

上，保险公司投资的基本都是 AAA 级
或 AA 级的信托计划， 但也有少数投
资过 A 级风险较高的产品，发生了风
险。就此，银保监会正在考虑将来对 A
级的品种有所限制和规避。
四是增加免增信条款。根据规定，
基础资产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应有有效信用增级安
排。 据了解，监管部门认为，当前债权
类项目增信的有关规定较为笼统，具
体增信到什么程度不够明确。对此，监
管部门正考虑进一步明确， 符合相关
条件的，可免于信用增级。

信保业务高歌猛进
中保登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10 月末，保险资金投资信托计划占保
险资金运用余额比例呈逐年上升趋
势， 由 2012 年的 0.42%增长到 2018

年第三季度末的 7.91%。
业内人士认为， 信托与保险有各
自的独特性， 两者形成了非常强的互
补。 从业务的角度看，保险公司有大量
长期低成本资金、 机构投资者客户及
稳定的项目源， 而信托公司具有灵活
的制度综合化经营优势， 能够与股权
债权等多种方式为资金提供安全的保
值增值服务。
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高管表示，《
通
知》 明确保险资金可投资的七大类金
融产品中， 保险资金投资最多的是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保险资管公司发行
的基础设施类计划和不动产计划。 据
悉，在保险资金的另类投资中，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的占比达到 21%。
2012 年只有 6 家保险公司投资
了信托计划， 年度投资规模为 294 亿
元。 2018 年有 152 家保险公司投资信
托计划，年度投资规模达 1.26 万亿。

大连商品交易所昨日发布通知
称， 乙二醇期货合约自 2018 年 12 月
星期一）起上市交易。 首批上市
10 日（
交 易 合 约 为 EG1906、EG1907、
EG1908、EG1909、EG1910、EG1911。
新合约的挂盘基准价由交易所于上市
前一个交易日另行通知。
根据规定， 乙二醇期货合约交易
保证金暂定为合约价值的 6%， 涨跌
停板幅度暂定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
5%，新合约上市首日涨跌停板幅度为
挂盘基准价的 8%。 交易手续费为 4
元/手，当日同一合约先开仓后平仓手
续费分别减半收取。
中国一直都是全球纺织业的重要
生产基地，乙二醇作为主要原料之一，
目前国内供应不足， 需要大量的进口
货源来补充。 2017 年中国乙二醇进口
量 为 875.1 万 吨 ， 进 口 依 存 度 为
61.2%。 由于缺少有效的风险管理工
具， 乙二醇相关企业只能依靠调节自
身的生产节奏或采购节奏来应对价格
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在进口依赖度这么高的情况下，
下游聚酯企业对乙二醇定价比较被
动， 目前进口货一般是跟国外大的供
应商签订长约的方式采购， 采购定价
有的是按照月度报、结价的方式，再参
考月均价格进行结算， 也有直接按照
市场月均价格作为结算价。 不同的聚
酯厂议价能力不同， 加上采购的量也
有大小之分。因此，在定价上存在一定
的差异。
乙二醇期货的上市， 给聚酯企业

对乙二醇价格提供了新的定价选择，
通过买卖双方在同一平台公开竞价交
易的机制， 将使期货价格更公开透明
和连续，成为行业定价的重要参考。
一些现货部分企业表示， 对于乙
二醇行业的定价趋势， 可以参考我国
聚烯烃产业的发展路径。据介绍，早期
聚烯烃市场定价也是采取石化厂定
价、贸易商跟从的传统定价模式，而随
着 LLDPE、PP 等期货规模与影响力的
不断扩大， 聚烯烃期货与现货市场的
联动性越来越强， 聚烯烃市场逐步演
变为期货加减升贴水的定价模式。
乙二醇期货上市还可以通过套期
保值的手段发挥规避风险的作用。 一
家聚酯企业认为， 在购买美金进口货
时， 由于货物需在 15 天之后才运到，
国内市场出现乙二醇价格大幅波动，
货物面临贬值风险。 乙二醇期货上市
后，企业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套保，平滑
原料成本风险。作为聚酯原料，企业对
于 PTA、乙二醇都有套保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乙二醇期货
合约规则，特别是交割质量标准，成为
此次合约规则的一大亮点。 中信期货
研究部许俐向记者介绍， 乙二醇期货
合约的规则与其他化工品有相似的地
方，同时也有一些区别。相似之处在于
交易单位、交易保证金、交割方式、合
约月份等方面。不同之处，主要是交割
细节上， 如目前乙二醇交割品级主要
是乙烯法， 考虑到现货以及聚酯厂的
使用习惯，增加了氯离子指标，以及增
设 1,2 -丁二醇和碳酸乙烯酯等煤制
特有的杂质指标， 这样能够避免煤制
乙二醇进入交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