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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环境趋严 上市公司积极购买董责险

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继

1

月

6

日信立泰（

002294

）发布

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公告后， 今年

1

月以来， 已有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抛出

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计划， 这使得

董责险再次成为业内关注的话题。

证券时报记者根据上市公司公告

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显示，

2020

年以

来， 发布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公告的上

市公司多达

116

家， 与

2019

年仅有

40

余家相比较，参保该险种的热度大

幅提升。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监管环境的持续强化

是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热度上升的根

本原因。另一方面，董监高责任险也是

一种新的监督机制， 但在实务过程中

要积极创新，如增加被保险人主体、上

市公司和高管共同支付保费等。 与此

同时， 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所面临的责

任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监管环境趋严

1

月

15

日晚间 ， 博杰股份

（

002975

）公告称，拟为公司及公司董

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

险，赔偿限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保费

不超过

50

万元，保险期限

12

个月。

博杰股份在公告中披露， 公司购

买董监高责任险，有利于保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权益， 有助于完善

公司风险管理体系， 促进责任人员履

行职责， 为公司的稳健发展营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

实际上，今年

1

月以来，已有信立

泰、 中信特钢 （

000708

）、 齐翔腾达

（

002408

）、法本信息（

300925

）以及广晟

有色（

600259

）等

6

家上市公司相继抛

出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计划，该险种

每年投保金额在

34

万元

-60

万元，赔

付限额大多在

5000

万到

1

亿之间。

若把时间拉长， 据证券时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

2020

年以来， 发布购买

董监高责任险公告的上市公司多达

116

家， 与

2019

年仅有

40

余家相比

较，参保该险种的热度大幅提升。

资料显示，董监高责任险是董事、

监事及高管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因被

指控工作疏忽或行为不当而被追究其

个人赔偿责任时， 由保险公司赔偿法

律诉讼费用及承担其他相应民事赔偿

责任的保险。

而上市公司参保董监高责任险热

度明显上升， 究其缘由与监管环境的

变化息息相关。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

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高管责任险受

追捧主要还是由于国内监管大环境变

化。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不断

健全，提升上市公司高管违法违规成本

和个人追责， 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令不少上市公司董监高等高管愈发

感觉职业风险压力；同时，从公司创业

方面考虑，也担忧监管环境变化一定程

度削弱这些高管创新动力，催生了上市

公司高管管理职业风险产品需求。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盘和林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董监高

责任险一般不包括恶意、 违背忠诚义

务、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虚假或误导性陈

述、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对于疏忽过失

导致的责任，则会有风险赔付。

2020

年

以来，上市公司的监管加强，是董监高

责任险热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 伴随着资本市场制度

的不断完善以及监管力度的持续加

强，投资者维权意识也在持续上升。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

《证券法》， 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进入新阶段， 证券违法违规成本显著

提升，而新《证券法》首次写入“投资者

保护”的专门章节，有针对性地做出投

资者权益保护安排， 业内也普遍认为

从客观上使得投资者的维权意识大幅

提高。

此外， 还源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

风波等案例的持续教育。“

2020

年，瑞

幸咖啡事件导致中概股信任危机再次

被提及， 同时这对国内证券市场也产

生了较大影响， 业内对董监高责任险

引发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上市

公司选择购买董监高责任险增多。”北

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高明华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董责险的另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 上市公司为董监

高购买责任险有利于引入新的监督机

制、降低经营风险，同时也为董监高们

提高决策效率提供了一些保障。

在知名证券律师、 上海汉联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看来， 对证券市

场造假与证券欺诈行为， 有十种监督

手段可以交替运用。 除了常见的刑事

制裁、行政监管与处罚、民事诉讼、交

易所管理、行业协会监督、投保组织监

督六种外， 还有专业看门人、 新闻媒

体、责任保险、市场化做空机制几种。

“而责任保险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监督

机制， 而且还有其他机制无法比拟的

分散风险功能。 ”

周茂华也认为，通过购买保险，类

似引入一个第三方“监督机构”，有助于

提升上市公司管理规范性，优化治理结

构，完善公司风控体系； 另一方面， 购

买董监高责任险相当于给上市公司高

管履职吃了“定心丸”，有助于保障上市

公司董监高等高管权益， 促进公司管

理层有效行使权利、有效履职。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将风险转移

可以提高公司未来经营的确定性，对

于投资人， 则减少了未来股价的波动

性。 ”盘和林说。

不过， 董监高责任险在热度上升

的同时也面临一定挑战。 周茂华进一

步分析称，高管责任险设计意图，主要

是为上市公司董监高等高管在履职过

程中出现失当行为所引起法律责任而

给上市及其个人带来损失提供保障或

补偿； 但高管责任险也可能增加高管

出现道德风险， 保险公司如何给上市

高管面临风险定价难度大， 以及高管

权利义务不对等问题等。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少业

内人士认为， 董监高责任险在实务过

程中要积极创新。

盘和林认为， 如果被保险人仅限

于上市公司董监高， 部分责任险履约

可能无法弥补上市公司的损失， 而仅

仅弥补董监高的损失， 责任险未来要

增加被保险人的责任主体。

另一方面，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目前董责险的投保人普遍为上市公

司，费用由上市公司全部承担。

对此，周茂华认为，上市公司为董

监高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购买保险

的费用是全体股东掏钱， 但董监高失

当行为导致公司面临法律赔偿时，也

是公司整体出钱， 而董监高因为买保

险而获得“保护”，这有违相关责任主

体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并可能弱化董

监高的约束。

“目前上市公司董责险的投保方

式有三种，包括上市公司投保，个人投

保，公司和个人投保。而上市公司投保

较为普遍，第三种在国内最不发达，监

管机构应予政策鼓励， 采用上市公司

和高管配买的方式。”宋一欣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在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 上市公司董责

险保费应该由公司和高管共同承担。

“目前，董责险保费普遍由上市公司支

付，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董监高们的

不尽职和推卸责任等问题。 ”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董监高责任

保险产品得到发展，但投保率仍很低。

宋一欣向记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A

股

4000

家上市公司中，只有

10%

左右

的公司投保 （如加上万余家新三板公

司则更低）， 主要是涉及

B

股与

H

股，

以

A+H

方式在中港两地上市的公司

的投保率大约为

90%

， 而在

A

股上市

的商业银行几乎

100%

投保了董责险。

那么，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是否要

积极参与投保董监高责任险呢？ 高明

华认为，上市公司可以参与，但要根据

自身情况适度为宜。 “相比之下，优化

上市公司治理体系， 培育透明的职业

经理人市场体系才最为重要。 ”

中介责任受关注

除了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责任险

外， 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执业责任问

题同样颇受关注。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中院对

五洋债券案作出第一批的一审判决，

金额

7.4

亿元，涉

487

人（该债券本金

总计

13.6

亿元，加上利息与逾期利息

合计约为

16-17

亿元），判决中，判决

实际控制人、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信用评级机构承

担

10%

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承担

5%

赔偿责任， 此判决引起资本市场各中

介机构的高度关注。

“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执业责任保

险还是有一些的，但不完整、不周延。

证券市场专业看门人本身也是一种监

督，如果专业看门人也出了问题，怎么

办？只能依赖其他几种监督了，但是责

任保险亦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对此，

宋一欣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他进一步分析称， 涉及中介机构

的趋势在近五年来越来越明显， 甚至

在没有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亦被判决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可以预见，今后中介

机构将更多地被列为共同被告， 在上

市公司构成证券虚假陈述的情况下，

中介机构未被行政处罚也可能面临巨

额的民事索赔。

因此，宋一欣认为，资本市场中介

机构的责任问题同样要引起关注。“或

许，只有董事责任保险‘惠及’资本市

场参与者大多数时， 这种涉及中介机

构的趋势才可能减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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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资金净买180亿

青睐银行扫货军工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A

股出现震荡走势， 但北上资金

买入热情不减， 本周

5

个交易日都在

加仓

A

股，合计净买入

179.6

亿元，连

续

11

周保持净买入。北上资金交投也

继续保持高度活跃状态， 全周成交

7319

亿元，环比略增，创近半年来最

大成交。

银行股受青睐

银行股本周获得北上资金逾

56.12

亿元的净买入，为净买入最多的

行业之一。其中净买入招商银行

31.99

亿元，为本周净买入最多的个股，也是

唯一一只净买入超

30

亿元的个股。北

上资金持有招商银行仓位历史首度突

破

11

亿股，持仓市值也历史首次突破

500

亿元。 招商银行本周五发布业绩

快 报 ，

2020

年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905.08

亿元，同比增长

7.71%

；净利

润

973.42

亿元，同比增长

4.82%

。

业绩快报公布后， 招商银行股价

周五一度大涨近

10%

， 创出历史新

高。 平安证券表示，招商银行在

2020

年疫情影响下， 依然能够实现营收和

利润的稳定增长，盈利拐点已经确立，

业绩快报好于先前预期， 在优异的盈

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保证下， 看好招商

银行长期投资价值，维持“强烈推荐”

评级。中金公司也给予招商银行

79.85

元目标价，较周五收盘价

51.14

元，仍

具有超

56%

的潜力空间。

同日，兴业银行也发布业绩快报，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31.37

亿

元，同比增长

12.04%

，历史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净利润

666.26

亿元，同比

增长

1.15%

， 其中四季度单季净利润

同比增长

34.61%

。兴业银行周五也大

幅高开高走，一度上涨超

9%

，创出历

史新高（复权）。 北上资金本周净买入

兴业银行

5.1

亿元， 持仓创半年多来

新高，因股价的大幅上涨，持仓市值历

史首次突破

130

亿元。

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

上海银行等本周也获得北上资金超亿

元净买入，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建设

银行等被小幅净卖出。

白酒股现分歧

白酒股本周剧烈震荡， 板块指数

大跌

10.47%

， 创

2

年多来最大周跌

幅。北上资金本周净卖出白酒股

22.58

亿元，但从个股来看，北上资金对白酒

股的态度却出现巨大分歧， 龙头股五

粮液、贵州茅台被大幅净卖出，而其他

二线白酒则被逢低抄底。

五粮液本周被净卖出

28.49

亿

元，为净卖出最多的个股，北上资金持

股创

2

年半多来新低。 贵州茅台也被

大幅净卖出

20.96

亿元， 为本周净卖

出第

2

多的个股。酒鬼酒、水井坊也被

净卖出超亿元。但除此之外，其他大部

分白酒股都获北上资金的加仓， 洋河

股份、山西汾酒、顺鑫农业、今世缘等

均被净买入超亿元。

天风证券表示， 随着白酒春节销

售旺季将近，进入春节备货状态，市场

对涨价预期强烈，同时酒企

2020

年一

季度低基数效应下业绩弹性即将释

放，叠加货币流动性充裕，白酒结构性

景气度不减。

2020

年酒企控货提价是

关键词，在

2021

年也仍将是白酒企业

主旋律。春节销售即将是不断提价后，

价格维稳及业绩兑现的关键时期。

军工股本周获得北上资金大比例

增仓。中船防务业务涵盖防务装备、船

舶修造、 海洋工程、 非船业务四大板

块， 主要产品包括军用舰船、 特种辅

船、公务船等。虽然本周中船防务连续

调整， 但北上资金逆市耗资

1.48

亿

元，大幅增持逾

493

万股，持仓由上周

末的

285

万股，增至

778

万股，增仓幅

度高达

173%

。

天箭科技、北摩高科、钢研高纳、

航天发展等军工股本周也获得北上

资金超

50%

幅度增仓， 中航沈飞、中

航光电等则获得北上资金超亿元净

买入。

品类拓展与新品牌孵化

五反田

再长的坡、再厚的雪，终有尽头，

难免需要另起一坡，重新滚起来。品牌

需要持续发展，需要第二增长曲线，而

品类拓展则是重要选择之一。

过去一个新品牌可能要历经十几

二十年，才从创立走到敲钟上市，而如

今

24

小时不停歇的数字商业世界永

不眠。投资新消费品牌，意味着更短的

成功退出时间预期。 而为了持续的高

增长， 新品牌新品类拓展的时间节点

也变得更为提前。

如能成功运作两个品类、 或者两

个品牌，确实意味着更大的价值。双倍

收入， 约等于双倍乃至更高的公司价

值。假如把

10

亿元销售作为消费品公

司

IPO

的基本门槛，在一个品类做到

5

亿元遇到瓶颈， 如能再成功运做一

个

5

亿元品类， 也许比在单一品类硬

推到

10

亿元性价比更高。

隐含的逻辑还包括， 如果能够再

次成功， 说明团队的底层方法论经受

住了考验， 成功不是纯靠运气或品类

红利或流量红利。 最典型的案例是安

踏，成功把主品牌做到过百亿之后，再

次把收购来的品牌

FILA

做到了过百

亿销售， 一个巨大的成功之后还能再

来一个， 说明方法论和体系再次经受

了检验，预期更大的成功有更多依据。

我有个朋友，他们公司品牌叫做欢

乐家，起家是靠水果罐头，第二增长曲

线则是靠椰汁产品，椰汁这个领域有龙

头企业椰树椰汁，欢乐家能够在这个领

域杀出重围，确实是干得挺不错的。 他

们资本意识也挺早， 目前已经过会待

发，我等着去喝他们上市的喜酒。

如何更有效地开辟新品类？如果能

够从第一个成功品类找到共同的用户、

渠道、供应链、方法论，可能会更好一

些。 其他领先品牌走过的品类扩张路

径，也很有参考价值。 比如苹果做了手

机又做手表、耳机，其他的厂商都跟进。

比如食品饮料企业，通常会不断地尝试

新品类，多品牌或多品类已成为行业标

配，比如东鹏、养元也都是如此。完美日

记做好了两个彩妆品牌，然后开始尝试

做护肤。 珀莱雅今年尝试彩妆品牌彩

棠，进展也相当不错。背后的逻辑，可能

都找到了连接目标用户的方法。

开辟新品类特别是新品牌， 有额

外的价值。 比如已经较为成功的品牌

有固定的风格，更为新锐的风格，则可

能用另一个新品牌来呈现为佳， 又或

者不同价格带的产品， 也用新品牌区

分为好。比如上世纪汽车产业，既有通

用率先采用不同的品牌来做更细的用

户区隔， 也有丰田通过雷克萨斯品牌

成功实现了大众品牌向高端品牌的跃

升。还有的品牌在创业初期，资源所限

难免有不少遗憾之处，资金实力、团队

能力增强之后， 也可能把创造力更充

分地以新的主力品牌来表达， 比如先

有九毛九，后有太二酸菜鱼。又或者是

团队持续进步， 有新的人可以带来新

的创造力， 那么给予他新的品牌命名

权和新品牌子公司的股份， 是团结更

多创造力的有效举措。

对于已经上市的很多消费品上市

公司， 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可能是品

牌老化，跟

Z

世代的新一代用户的距

离越来越远。 能否推出一个或数个面

向新用户的新品牌， 并针对用户的需

求，推出创新的品类与产品，这可能是

很多公司能否实现公司层面的品牌焕

新的关键之举。 而且，大概率来说，这

个新品牌新品类， 不太可能从原有的

核心团队中产生， 而更可能是来自于

公司里内部创业的年轻人， 或者通过

与新团队合作孵化的方式推出， 甚至

可能是通过恰当的并购来实现。

新品类或者新品牌， 能否成功，关

键还是看用户能否接受。新品类或新品

牌领域，竞争对手太强大，你不能带来积

极明显的边际改善，那估计难以成功；跨

度如果太大，用户人群或者使用场景差

异太大，那这可能变成另一场独立的冒

险，成功几率也会大打折扣；你的基本盘

都还没稳固，方法论都未得到证明，过早

开辟第二战线，也可能把你拖垮；第二品

类如果跟第一品类跨度太大，如果用同

一品牌，还可能给用户造成困扰。

来自用户一线的反馈， 可能是第

二曲线最有力的推动力。 比如白桃说

的团队，遇到复购频率、店效瓶颈等问

题， 但感受到顺带售卖的饰品小货架

的销售热度， 彻底转型

ALL IN

饰品，

做了

BA

饰物局新品牌， 打开了新的

增长空间。 比如小蔡同学的直营门店

里头，试验性售卖的香水的反馈较佳，

让它在这个领域开始投入更多研究，

思考新的可能性。还有一些朋友，最近

也在做类似的思考和尝试。 预祝这些

朋友们的新冒险，都能有积极的进展。

（作者系时新资本管理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