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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剑指银保潜规则 险企期待解决老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近日曝光的招行行长田惠宇内部

讲话，谈及“不能忍受员工收保险公司

回扣”，受到了市场诸多关注。 对于银

行保险业务这一潜规则， 保险公司人

士表示，也期待解决。

招商银行

对“回扣” 采取措施

拥有零售优势的招行是保险代理

业务的大户， 代理保费规模仅次于农

行、工行，曾在

2015

年、

2016

年连续

代销千亿元以上保费。

7

月

26

日，田惠宇上述内部讲话

稿被曝光， 这份直陈内部各种弊病的

讲话，提到了“最不能容忍员工收保险

公司回扣”。他称“这不是个别现象”，要

对此采取果断措施，对内开除，对外取

消相关保险公司准入资格。 随后，外界

很快将关注点转移到保险公司身上。

当晚，多家媒体报道华夏人寿、泰

康保险被招行取消准入资格， 其产品

被招行暂停销售。

7

月

27

日， 两家险企均作出回

应。华夏人寿称，招行和华夏双方因系

统升级问题暂时停止新业务合作，不

涉及准入资格取消问题。 泰康人寿则

称，自

2002

年合作以来，招商银行是

泰康人寿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

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合作。关于此事，

以招行对外披露的信息为准。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田惠宇提到

的“回扣”问题，已远远超出招行和两

家保险公司本身， 这道出了一个银行

保险业务里长期存在的潜规则———手

续费违规支付。

银行是保险销售的重要渠道，

2018

年银保渠道实现保费收入约

8000

亿元，大约贡献了人身险保费的

三成。今年年初，银保监会保险中介监

管工作会议上即指出， 银行渠道在保

险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引人关

注的两点，一是销售误导；二就是手续

费违规支付。后者具体表现为：保险公

司及其人员以不同名义和形式， 向商

业银行基层网点或经办人员支付协议

规定佣金之外的其他费用， 造成财务

不真实、不透明。

而这种回扣类费用， 业内也称之

为“小账”，是针对保险公司与银行签

订的代理手续费用“大账”而言的。 回

扣的钱， 是保险公司通过虚列各种费

用———如开会、培训、活动、宣传材料

等费用套取来的资金。 长期以来，“大

账

+

小账”几乎成了银保的常规做法，

这不仅抬高了险企成本、 增加了合规

风险，也影响了行业风气。

保险公司

也期待解决老问题

有从业多年的保险公司人士表

示，银保回扣、小账的问题在行业普遍

存在，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得到解决，对

保险公司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不过， 此前各方也曾尝试过整治

和解决，但难度较大。在追逐保费规模

的压力下，银行渠道的竞争激烈，保险

公司的手段非常有限， 支付手续费是

一个避不开的方式。 此前甚至出现过

这样的情况： 某一地区的保险同业达

成自律，约定不给银行回扣，但变成保

险公司给予自己的银保专员佣金，银

保专员再给银行员工费用。

对于银保渠道上述问题， 原银监

会和原保监会曾经针对银行、 保险不

同主体， 从不同角度出台了一系列文

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监管主体

不一致、监管目标不统一、监管领域重

叠、监管标准不一等因素，未能形成对

银行代理保险全流程统一监管。

据了解， 为妥善解决银行代理保

险业务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规范，“合

并”后的银保监会正在酝酿管理新规。

业内人士认为， 银保监会拟出台的新

规， 或使得银行保险内控管理更为合

规，有助于解决银保业务存在的问题。

长江证券为产业扶贫注入金融动力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2019

年， 长江证券为贫困地区

“输血”的同时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 不断探

索以“金融

+

产业”为核心的长证精准

扶贫工作模式。

经过大量实地调研，长江证券发

现“企业缺钱、产业缺资本”的现象

在公司帮扶的贫困县普遍存在，严

重掣肘了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 一

次性的捐款只能解燃眉之急，唯有发

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为贫困地区产业

的培育和升级提供稳定持续的融资

赋能，才能打造长效脱贫机制。 在创

新扶贫模式方面，长江证券主要做了

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打造产业基金， 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 长江证券旗下长江资本

与当地政府合作，在郧阳、丹江口、远

安等地发起设立并管理了

6

只总规

模

15

亿元的产业基金， 全部投向贫

困地区优势产业， 帮助企业扩大生

产，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贫困居民的

增收。 在国家级贫困县郧阳区和丹江

口设立的扶贫产业基金，要求每家企

业贫困户人数占企业员工人数的比例

不低于

10%

，贫困户工资总额占企业

工资总额的比例不少于

10%

。 目前，

“长证

-

郧阳”和“长证

-

丹江口”

2

只扶

贫产业基金已投资了

6

家企业， 投资

金额超过

3400

万元。这

6

家企业获得

资金后均实现了连续

2

年销售额

30%

的增长， 贫困户人均年收入超过

3

万元。

二是打造龙头企业， 辐射带动

地方经济。 长江证券利用新三板挂

牌和再融资等方式打造龙头企业，

以此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税收，带

动一方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增

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 公司帮助罗

田县宏源药业挂牌新三板后，持续辅

导其在

2

年时间里定增融资

2

亿元，

实现了企业快速发展， 也促进了罗田

县的税收和就业。 对当地扶贫开发形

成了良好示范， 真正起到了龙头的带

动作用。

三是打造乡村基建，巩固产业发

展基础。长江证券大力发挥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优势，截至目前，公司已先

后为红安县、郧阳、秭归县、开州等贫

困县（区）发行

40

亿元债券，棚户区

改造等项目受益群众超过

3500

人。帮

助重庆开州区发行的

5

亿元债券是公

司首单扶贫专项公司债券， 有效助力

开州区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序列。

有色金属企业

借助标准仓单平台管理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自去年上线以来， 上期标准仓单

交易平台业务稳步发展， 在实体企业

经营中逐步发挥重要作用。近日，证券

时报记者随上海期货交易所对宁夏能

源铝业进行实地调研， 以了解有色金

属企业在应用这一风险管理新工具上

的动向。

老牌铝企用上新工具

从宁夏银川市往南沿乌玛高速

驱车

100

公里，就到达吴忠市下辖的

青铜峡市，这里坐落着国内老牌知名

铝企———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青铝股份），该公司是国家电投

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旗下的

核心企业。

“在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台上线

后， 青铝股份通过国家电投铝业国贸

期货部操作， 间接参与了标准仓单交

易。 目前上期标准仓单平台已成为公

司新的采购和销售渠道， 同时还为公

司库存调配、 优化库存分布提供了便

利。”宁夏能源铝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

作为老牌铝企， 青铝股份与期货

市场很早就有了渊源， 该公司“

QTX

”

牌铝锭商标于

1996

年在伦敦金属交

易所和上海交易所注册。

青铝股份也建立了上下一体的专

业化期货业务运作团队， 上期标准仓

单平台给该公司提供了风险管理新工

具。 青铝股份期货部高级经理郑永强

说， 目前该集团公司旗下电解铝品牌

部门为上期所注册可交割品牌， 依据

市场情况将现货库存注册为标准仓

单，在标准仓单交易平台进行销售，能

够快速回笼资金，消化企业现货库存。

在通过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台扩展购

销业务的同时， 依托上期所在全国各

地分布的交割仓库， 还可以方便地进

行库存调配，从而实现库存战略布局。

打通期现货市场

青铝股份电解铝产能约为

100

万

吨，记者在该公司的露天堆场里看到，

排列整齐的一堆堆铝锭， 正等待通过

厂区铁路对外发送。

“上期标准仓单平台打通了期现

货市场，通过平台交易进行货物的调

配，可以减少实物跨区调配、节省物

流成本。 国内电解铝行业近年来竞争

激烈，最后各家比拼的就是成本和效

率。 ”前述宁夏能源铝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标准仓单平台解决了铝企的很多

现实问题。在郑永强看来，实体企业参

与上期标准仓单平台交易，拉近了标

准仓单与不同地区、不同品牌现货的

距离，尤其国内某些地区铝价没有很

好的参考标准， 报价缺乏一定透明

度，会出现报价混乱情况，而上期标

准仓单平台系统采用升贴水报价与

全价报价相结合的方式，则进一步发

挥了仓单连接期、 现货价格的功能，

使得市场逐步形成了上期基差报价的

模式。

作为国家电投旗下公司， 国家电

投铝业国贸已经利用上期标准仓单平

台完成了很多跨地区、跨品牌、跨期套

利交易的案例。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该公司在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台

累计业务收入

50.3

亿元。

工行与信达一同入股锦州银行 共受让17.31%股份

证券时报记者 张雪囡

昨日晚间，工商银行公告称，该行

全资子公司工银投资近日与相关股份

出让方签署了转让协议， 拟财务投资

入股锦州银行，受让锦州银行

10.82%

普通股。

同日，中国信达发布公告称，全资

附属公司信达投资拟受让锦州银行内

资股股份， 占后者普通股比例为

6.49%

。 据此计算，两者受让锦州银行

的股份数占比合计达

17.31%

。

工银投资与信达投资对此均表

示， 此次投资是服务国家金融供给侧

改革、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而作出

的投资事项。

工银投资

与信达投资一同入股

公告显示， 工商银行董事会日前

审议并一致同意，拟通过全资子公司

工银投资出资不超过

30

亿元受让锦

州银行的内资股股份。工银投资近日

与相关股份出让方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 截至公告发布日，工银投资受

让的股份数占锦州银行普通股股份总

数的

10.82%

。 工行表示，相关股份转

让尚待满足协议约定的有关条件方可

交割。

由于此次投资不构成工行的关

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需提

交工行股东大会批准。 工行介绍，该

项投资作为财务性投资，由工行子公

司工银投资出资入股，不纳入工行并

表范围。

同一日， 中国信达发布公告称，

全资附属公司信达投资近日与相关

股份出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

受让锦州银行的内资股股份。 截至

公告发布之日， 信达投资受让的股

份数占锦州银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6.49%

。由于其各项适用百分

比率均不超过

5%

， 因此不构成香港

联交所上市规则下公司须予披露的

交易。

7

月

25

日，锦州银行曾在官网发

布情况说明称， 该行董事会及部分大

股东正在与多家有意愿的、 有实力的

机构接触，洽谈引进战略投资者事宜。

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支持指导下，

目前谈判进展顺利。

锦州银行股权高度分散

数据显示，锦州银行股权比较分

散，主要股东均为民营企业，没有一

家股东持股比例高于

5%

。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锦州银行的前五大内资股

东分别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持

股

4.68%

）、中企发展投资（北京）有

限公司（持股

4.68%

）、银川宝塔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持股

3.69%

）、锦程国

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3.15%)

、

青州泰和矿 业有限 公司 （持股

2.65%

）。

资料显示，锦州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1

月， 总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于

2015

年

12

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挂牌上市， 目前注册资本为

67.82

亿

元。 据了解，锦州银行

H

股因故自今

年

4

月

1

日起停牌至今， 股价定格在

7

港元

/

股。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锦州银行资

产总额为

7483.92

亿元。

2018

年上半

年，该行实现净利润

43.4

亿元，同比

增长

7.7%

。

财务数据显示， 锦州银行不良贷

款率此前有攀升态势。

2013

年至

2017

年， 锦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0.87%

、

0.99%

、

1.03%

、

1.14%

和

1.04%

。

2018

年上半年，锦州银行的不良贷款

率为

1.26%

，较

2017

年末上升了

0.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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