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IAL INSTITUTION金融机构 BB11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 编 刘斯会 制 作 张玉萍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冷翠华

今年三季度，银保监会对保险业违
法违规现象依然保持高压态势。据《证
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三季度，银保
监会系统针对保险业的罚单数量达324
张，罚款总额达 4138万元。除了财险
公司虚列费用、编制虚假文件等“老生
常谈”的问题，三季度尤其是 9月份人
身险公司被处罚的现象有所增加。值
得注意的是，3家银行网点违规允许保
险公司人员驻点销售保险产品被罚，同
时，又有保险公司因工作人员在朋友圈
进行虚假宣传而收罚单。

三家银行分支机构被罚

早已被禁止的违规现象目前仍然没
有得到杜绝。近期，保险监管部门对部
分银行分支机构违规允许保险公司人员
驻点销售保险产品的举动开出罚单。

具体来看，由于违规允许保险公司
人员驻点销售保险产品，某国有大行呼
和浩特锡林南路电力支行以及该行呼
和浩特金桥开发区支行分别被内蒙古
银保监局罚款 30万元，某国有大行呼
和浩特明泽支行被罚款25万元。

以前保险公司人员在银行网点驻
点销售保险产品，“存单变保单”、遇到
问题银行和保险公司互相推诿等，进而
引发投资者与银行、险企的纠纷。对
此，早在 2011年，原保监会就发布相关
政策，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允许保险公司
人员派驻银行网点。

2019 年 8 月份，银保监会发布的
《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办法》再
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允许保险
公司人员等非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在商
业银行营业场所从事保险销售相关活
动。”

为何时至今日，仍有银行网点有保
险公司人员驻点销售？一位不愿具名
的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还是由于银行
和保险公司两端都有需求。从银行方
面看，在银行代理销售的多种金融产品
中，保险佣金标准较高，是中间业务收
入的主力之一，因此，尽管监管规定不
允许保险公司人员在银行网点驻点销
售，但仍有“顶风作案”者。从保险公司

方面看，长期以来，不少人身险公司对
银行渠道依赖度很高，尤其是今年疫情
对保险的线下销售造成较大冲击，使得
部分保险公司业绩承压，因此，其更有
在银行驻点销售的冲动。

不过，从记者近日走访北京 5家商
业银行网点的情况来看，并未发现有保
险公司在银行网点驻点销售。上述业
内人士认为，银行网点违规允许保险公
司驻点销售是少数情况，随着监管政策
不断完善，落实趋严，多数银保合作较
为规范，且目前银保业务也从过去以趸
交型短期产品为主逐渐向期交型长期
产品过渡，从理财型产品向理财型和保
障型产品兼顾过渡。

宣传不能乱发朋友圈

卖保险，先宣传，宣传须合规。银
保监会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前
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普遍通过微信朋友
圈、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短视频、直播
等方式参与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值

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公开性较强的公
众号、微博等平台，还是在微信朋友圈
等私密属性较强的平台，保险营销皆需
要合法合规，不能随意为之。

9月份，海南银保监局对某人身险
公司分支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开出罚单，
其中 3张罚单事由皆为“保险宣传引人
误解”，另一张罚单事由为将“保险费率
与存款利率片面比较”。公开信息并未
披露这些宣传的平台，而此前 7月份青
岛银保监局连开的 6张罚单则全部针
对微信朋友圈的虚假宣传。某人身险
公司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朋
友圈进行虚假宣传，为此，该公司分支
机构被罚款 5万元，同时违规的工作人
员皆受到警告并罚款，其中罚款最高的
达1万元。

中国银保监会2018年就指出，由于
自媒体渠道参与门槛低、发布主体多、
信息审核弱、转发传播快，已成为保险
销售误导、不实信息传播的高发领域，
严重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埋下大
量保险消费纠纷和群体性事件风险隐

患。因此，必须加强该领域的管理。
2019年，银保监会曝光利用自媒体

平台误导宣传的三大类型，一是饥饿营
销，炒作停售，使用“秒杀”“全国疯抢”

“限时限量”等用语；二是夸大收益，混
淆保险产品和其他固定收益类理财产
品，宣称“保本保息”“复利滚存”等；三
是曲解条款，如宣称“过往病史不用申
报”“什么都能保”等。

目前银保监会正在对《互联网保险
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强化保险机构的主体责任，并对从业人
员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进行有针对
性的严格规定。业内人士认为，从政策
层面看，监管机构对保险宣传的规范性
要求越来越高，但在实操中，问题频出的
现象短期难以扭转，预计未来关于违规
宣传的罚单仍会比较多。

同时，针对今年非常火爆的短视
频宣传以及潜在的误导风险，河北银
保监局、北京银保监局等多个监管机
构也不断进行警示，将销售误导防患
于未然。

三季度险企被罚超4000万元
银行允许驻点销售、朋友圈虚假宣传“上黑榜”

本报记者 王 宁

10 月 12 日，在郑州商品交易所
暨中国期货市场30周年之际，短纤期
货在郑商所正式挂牌交易。至此，我
国期货市场已上市86个期货、期权品
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
今年已顺利上市液化石油气、低硫燃
料油期货和动力煤期权等10个品种，
而上市短纤期货能够形成权威、连
续、透明的期货价格，为产业链企业
开展现货定价和贸易活动提供“指示
灯”，便于企业更好管理风险并激发
内生活力。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短纤期
货上市首日整体运行平稳，产业企
业参与积极，盘终 5 个合约全部涨
停。多位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短纤
市场处于供需相对平衡的态势，需
求表现相对较好，不过，基于上游
PTA 价格因产能扩张及原油价格下
跌等因素，后期价格仍有进一步走
弱的可能性。

作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期货市场已成为国民经济高
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在服
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方星海指出，今年期货市场已
顺利上市液化石油气、低硫燃料油期
货和动力煤期权等 10个品种，以油、
煤、气为代表的国内能源期货市场体
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前 9 个
月，期货市场累计成交 42.65亿手（单
边）、成交金额 302.80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了 47.17%和 41.29%。在交易
增加明显的情况下，持仓量也有较大
幅度的提升。

方星海认为，上市短纤期货，能
够形成权威、连续、透明的期货价
格，为产业链企业开展现货定价和
贸易活动提供“指示灯”，便于企业
更好管理风险并激发内生活力；能
够通过实物交割、仓单交易等机制，
拓宽企业销售渠道，缓解企业资金
压力，助力产业链稳定、供应链畅
通；能够进一步丰富纺织板块期货
期权品种，推动纺织工业有效对接

资本市场，借助资本优势加快实现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郑商所理事长熊军表示，短纤期
货上市后，将与郑商所已上市的棉
花、PTA 期货期权和棉纱期货一道，
更好发挥板块“集聚效应”，形成更加
完备的聚酯和纺织产业风险管理工
具体系。

河南省副省长戴柏华也表示，上
市短纤期货将为纺织行业发展提供更
多风险管理工具，对于促进河南乃至
全国纺织行业市场主体和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短纤期货上市首日
整体表现为高开高走，5个合约更是
盘终全部涨停。

大有期货投研中心研究员刘则
邦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短纤期货
上市首日即取得开门红，从短纤的
化学成分和聚酯产业链流程来看，
PTA 和乙二醇与短纤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通常将 PTA 和乙二醇通过
熔炼、加工后得到短纤，因此短纤期
货的上市补足了聚酯产业链的下游
品种。

刘则邦介绍说，从产业链供需情
况来看，目前短纤市场处于供需相对
平衡的态势，需求表现相对较好，前期
订单较多致使库存处于低位，整体市
场价格表现坚挺，上市后的价格表现
亦符合市场预期。短期来看，纺织品
市场表现有望提振短纤价格，预计短
纤期货价格将维持偏强态势。不过，
基于上游 PTA 价格因产能扩张及原
油价格下跌等因素，后期价格仍有进
一步走弱的可能性，原料端价格的疲
弱使得短纤期货价格难有较大上行空
间。

南华期货能化分析师王清清向记
者表示，短纤期货上市首日高开高走，
盘终封于涨停，主力合约PF2105首日
成交量超过5.1万手，持仓量接近2万
手。当前下游处于金九银十传统旺
季，需求端支撑良好下，市场心态偏乐
观，对于未来短纤走势普遍看好，多头
配置意愿较浓。

短纤期货昨日上市
年内新增10个期货和期权品种

本报记者 王思文

Wind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券商债券承销规模已达 7.25万亿
元，同比骤增 34%。其中，中信证券
债券承销规模稳居榜首，中信建投证
券紧随其后，两家券商债券承销规模
均突破 8000 亿元，遥遥领先其他券
商。前十家券商承销金额占券商债
券承销总额的六成，较去年同期稍有
下滑。

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分
析称，尽管前十券商债券承销份额有所
下滑，但头部券商的优势仍十分显著。

16家券商债券承销规模
迈入“千亿元俱乐部”

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134家券商中已有 107家券商参
与债券承销业务，债券承销总额达7.25
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债券承销总额5.43
万亿元相比，同比增长 34%，平均单只
债券承销额达到2.18亿元。

从市场份额结构来看，依旧是头部

券商占尽优势，债券承销金额前十券商
占据总承销金额的59%，比去年同期低
了 4个百分点。其余 97家券商则分食
剩下41%的债券市场份额。

虽然前十家券商承销市场份额略
有下滑，但债券承销金额却明显增长。
前三季度前十家券商合计承销债券
4.2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6%，更
有 16家券商的债券承销规模迈入“千
亿元俱乐部”。与之相应的是，排在尾
部的37家券商的债券承销规模均不足
百亿元。

中信证券以8732.38亿元的债券承
销规模暂居榜首，共计承销 2253只债
券，市场份额达12.05%；中信建投证券
紧随其后，实现债券承销规模 8408.66
亿元，共承销2153只债券，市场份额为
11.6%。

此外，国泰君安、中金公司、海通
证券、平安证券、光大证券、华泰证券、
招商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债券承销规
模在 1820.99 亿元至 4831.82 亿元不
等，依次位列第三名至第十名。广发
证券由于被暂停受理债券承销业务 12
个月，前三季度债券承销业绩已排在

第15名。

四类债券承销规模均增长
公司债评级榜单首出炉

对于不同类型的债券，券商承销的
规模也差异明显。其中，券商对公司
债、金融债、ABS（资产证券化）、地方政
府债四类债券的承销力度最大，规模分
别达到 2.53万亿元、1.51万亿元、1.19
万亿元和 9644亿元，占债券承销总规
模的比例分别达到 34.9%、20.87%、
16.48%和13.3%。较去年同期相比，这
四类债券的承销规模均实现明显增长。

在公司债领域，承销量排前三的分
别是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和国泰君
安证券，承销规模分别达到 3113.34亿
元、1890.86亿元和1262.49亿元。在金
融债领域，位居前三的分别是中信证
券、国泰君安和中信建投证券，承销规
模分别达到2002.72亿元、1521.68亿元
和1479.96亿元。

此外，在 ABS 领域，中信证券以
1828.31亿元承销规模遥遥领先，中金
公司、平安证券紧随其后。在地方政府

债领域，位居前三的分别为中信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和华泰证券。

一位券商投行人士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评价称，2020年以来，
国内债券市场有增无减，整体发行规模
较去年增长明显。与银行、信托相比，
券商今年在债券承销业务上的业绩表
现同样可圈可点，上半年债券承销业务
的高速增长已经为券商投行整体业绩
带来了可观的增量。

2020年9月底，中国证券业协会首
次进行券商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能力评价
并发布榜单，从基础保障能力、业务能
力、合规展业能力、项目风险控制实效和
服务国家战略能力五类指标进行评价。

《证券日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
近两年券商债券承销业务质量参差不
齐，更有大型券商因业务规范问题被暂
停债券承销业务，此次首次发布的券商
公司债券执业能力评价或对券商未来债
券承销尤其是公司债执业有较大影响，
是强化券商公司债业务执业质量正向激
励的重要方式。山西证券分析师刘丽认
为，当前债券承销业务竞争趋于激烈，该
评级结果较优的券商更具备竞争优势。

券商前三季度债券承销额7.25万亿元同比增34%
前十名“分食”六成

本报记者 周尚伃

券商的资本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其在行业中的综合竞争力。“拼
子”时代，随着券商子公司业绩贡献比
重的不断攀升，年内多家券商在补充
子公司净资本方面也是毫不吝啬。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至少已有11家券商对旗下
子公司计划进行增资或完成增资，规
模约 170亿元，以此补充其子公司净
资本。而随着资本市场加快开放步
伐，券商“走出去”的意愿正在不断增
强，今年以来，上述11家券商中有6家
对其中国香港子公司计划增资或完成
增资。

年内至少11家券商
向子公司增资

据《证券日报》不完全统计，今年
以来，至少已有包括海通证券、招商证
券、方正证券、东海证券等 11家券商
向子公司增资，增资规模约 170 亿
元。同时，券商子公司近年来不俗的
业绩表现，也为自己迎来了发展的契
机。

从目前来看，券商计划增资子公
司金额最高的为海通证券，其董事会
在8月份审议通过在2020年年底前以
货币出资方式对海通创新分批增资
30亿元。而6月份海通证券已对海通
创新完成增资12亿元，增资后海通创
新注册资本增加至53亿元。

其实，2010 年至 2020 年的十年
间，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证券公司会员
家数从106家增长到134家，增加的主
要来源为会员子公司。从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的相对增幅来看，多家券商子
公司收入和净利润的增幅要大大高于
母公司收入和净利润的增幅。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今
年上半年，华泰证券全资子公司华泰
紫金投资以 15.98亿元的净利润位列
券商子公司第一名。根据证券业协会
统计数据显示，其净利润将 118家券
商甩在身后；而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
中信证券投资上半年 25名员工实现
净利润9.79亿元，表现抢眼。

值得关注的是，另类投资子公司
是券商年内主要增资对象之一。据记
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已有 5家券商完
成向另类子公司增资，合计增资约
45.7亿元，其中招商证券投资获得增
资额最多。招商证券在今年2月份至

6月份期间，对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
投资分6次增资合计14.7亿元。

另一方面，年内券商融资意愿迫
切，而对于融资资金的投向，总少不了
另类投资子公司的身影。到目前为
止，已有10家券商在再融资方案中明
确表示，部分募资额将投向另类投资
子公司。

其中，山西证券拟将配股募集资金
总额的三分之一（不超过20亿元）用于
对其另类投资子公司山证创新的增
资。招商证券也在配股方案中表示，拟
利用不超过105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子
公司增资及多元化布局，大力发展另类
投资等业务。此外，还有中信建投等8
家上市券商均在再融资方案中提及将
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另类投资子公司。

券商密集增资香港子公司
大力发展国际业务

为进一步发展海外业务，券商也
在不断增资中国香港子公司，透露出
对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布局。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已有招商证券、中原证券、
东海证券、方正证券、东方证券、光大
证券6家券商对其中国香港子公司计
划增资或完成增资。

9月 29日，方正证券董事会同意
公司向方正香港金控增资不超过 3.5
亿元。今年7月1日，方正证券刚刚完
成对方正香港金控 2亿元的增资；10
月 12日，方正证券再次表示，依照核
定的公司购汇额度，并受汇率变化的
影响，方正证券完成向方正香港金控
实际增资折合约2.89亿元。

方正香港金控是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方正证券以自有资金出资在中国
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此外，9月28日，招商证券董事会
同意向招证国际增资不超过23.5亿港
元，增资金额以监管机构批复为准。
同时，4月份，中原证券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对中国香港子公司中州国际实施
增资 5亿港元至 10亿港元。8月份，
光大证券完成了向全资子公司光大金
控增资 23亿港元；同月，东方证券完
成向全资子公司东方金控增资 5 亿
元。3月份，东海证券完成了向全资
子公司东海国际增资7亿港元。

对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员赵亚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券商不断向中国香港子公司增资
有大力发展国际业务的考虑。”

中资券商“出手阔绰”
年内斥资170亿元加码子公司

本报记者 张 颖

周一，A股市场在多重利好因素的
刺激下，放量飙升，三大股指涨幅均超
2%，呈现出放量长阳走势。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涨幅达2.64%报3358.47点，深
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涨幅均超3%，分别为
3.15%和 3.91%，量能明显放大，两市合
计成交金额达9714亿元，逼近万亿元。

从盘面上看，在普涨格局下，周一，
申万一级的 28个行业全部实现上涨，
国防军工、计算机等两行业涨幅居前，
均超 4%。紧随其后的是食品饮料、非
银金融、电气设备和通信等四行业，涨
幅均超 3.5%。个股方面，有 3729只个
股上涨，仅有 159只个股下跌，尽显全

面活跃。
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个A股市场量

价齐升中，各路资金也纷纷入场抢筹，
开始布局。统计发现，节后的两个交易
日中，北向资金连续2日净买入金额均
超百亿元，分别为 112.67亿元和 135.1
亿元，合计达 247.77亿元。与此同时，
场内资金也在不断涌入市场，两个交易
日大单资金净流入金额分别为244.1亿
元和 316.2亿元，合计大单资金净流入
达560.3亿元。

对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节后A股市场有望迎来“银十”行
情，四季度在经济面复苏以及流动性合
理充裕的背景之下，沪深两市可能会挑

战前期高点，创出年内新高。
增量资金的热涌无疑提振了投资

者的信心，对于市场的“满血复活”，《证
券日报》记者通过对业内人士观点的梳
理发现，节后A股市场上涨的逻辑主要
来源于四方面：

一是，国内经济复苏的态势较好，
不论是从高频经济数据，还是从9月份
PMI数据和国庆期间线下消费数据来
看，内需边际依然向好。

二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显著提
升，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对于促进证券
市场健康发展，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具
有重要意义。

三是，各领域十四五规划预期持续

升温，10 月 9 日召开的国常会通过了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可再生能
源、军工、第三代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方
面值得期待；

四是，央行下调远期售汇风险准备
金率为 0，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紧缩
预期有所缓解，此外央行行长易纲强调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流动性进一步收
紧的时间点推后。

“中期看，A股市场的上升趋势再
度清晰起来。”金百临咨询分析师秦洪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市场成交金额的
迅速放大，也意味着市场的分歧也会随
之升温，或将出现盘中的震荡甚至日K
线级别的调整，但是，对于中长线投资
者来说，则可以忽略。

三大股指放量长阳均涨逾2%
飙升背后蕴藏四大投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