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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大幅放宽险企股权管理

单个股东持股上限提至

51%

□

本报实习记者 毛万熙

保监会近日颁布通知，符合

条件的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

关联方）， 出资或持股比例可超

过

20%

，但不得超过

51%

。

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适

当放宽中资保险公司股东持股

比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利

于吸引战略投资者，增强保险行

业资本实力，也有利于强化保险

公司股东责任，提高保险公司治

理效率。

保监会颁布的《关于〈保险

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四条有关

问题的通知》 明确， 持股超过

20%

的股东除了要具备近三个

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净资产不低

于

2

亿元等基本条件外， 还需满

足必要的财务指标和投资经验

标准：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

于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达到

总资产的

３０％

以上、累计对外长

期股权投资不超过净资产；投资

保险行业

３

年以上， 且具有持续

出资能力和管理能力。

《通知》 增加了持股

２０％

以

上股东的义务，包括三年内不得

转让、重大变更及时披露等。《通

知》还特别强调对股东关联关系

的监管，对于关联持股超过

２０％

的，要求其中持股比例最高的股

东必须符合相关条件，防止通过

关联关系规避监管。对于符合控

股股东标准的，还将按照《保险

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办法》的有关

要求，实施控制行为、交易行为、

资本协助、 信息披露和保密、监

管配合等方面的监管。

《通知》规定，保险公司成立

不满三年的， 单个股东出资或者

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２０％

。 保监会

称， 这主要是考虑到新设公司的

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尚不成熟稳

定， 股东对保险业的投资和管理

能力也较弱， 单一股东高比例控

股很有可能造成公司治理风险。

某保险公司人士认为，适当

放宽中资险企股东持股比例，进

一步透露出保监会坚持市场化

监管的趋势。此举将吸引更多类

型的资金投资保险行业，包括来

自其他行业的资金与民间的资

金。这不仅壮大了保险行业的资

本实力，长远看，持股股东的多

元化背景也有利于保险投资策

略的优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

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认为，

20%

的持股比例限制会造成公司

股权分散。 一般发展情况较好的

保险公司会有一两家牵头的控股

股东，其存在会对保险公司长远的

发展有好处。而一部分险企的股东

持股比例相当、 话语权都不高，因

多个股东的摩擦、矛盾，消耗了很

多资源，决策效率偏低。 新办法实

施后， 公司决策运营效率有望改

进。短期看，放宽持股比例不会一

夜之间让保险业有翻天覆地的变

化， 但是长期的影响有可能超越

保监会已颁布的十三条保险投资

新政的意义。 目前新规促进的是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等变化， 当微

观层面改善后， 它逐渐会显现出

对整个行业的深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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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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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进入新的政策观望期

●

期指重回全线贴水格局 尾盘拉升难改弱市氛围

●

指数“探底” 或引来资金“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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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Comment

全球市场

WORLD MARKETS

股票市场

沪深

300

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

深证成份指数

创业板指数

香港恒生指数

恒生国企指数

道琼斯工业指数

最新

2459.59

2195.85

8852.42

846.05

21672.03

10426.56

14690.14

涨跌

+22.77

+12.90

+118.98

+9.71

-100.64

-14.20

+91.69

期货市场

连豆

-1309

沪铜

1308

NYMEX

原油

LME3

个月铜

最新

4801

52900

88.12

7234.00

涨跌

+11

-630

-0.59

-46.75

债券货币

上证国债指数

中证全债指数

欧元

/

美元

人民币

/

美元

最新

137.27

147.62

1.3119

6.2408

涨跌

+0.04

+0.13

+0.0085

+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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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拨千斤 外资或在港做空内地银行股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有深圳私募人士近日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透露，近期有外资可能

继续做空内地银行股。这位人士表

示，有外资机构近期可能准备在香

港大华证券席位上埋空单，而在这

个席位上盘踞着很多来自内地的

大额资金。外资机构这么做是为达

到“四两拨千斤”目的，而且这一招

屡试不爽。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

调查，事情有可能正在演绎当中。

私募抖出“爆破点”

在

A

股方面，民生银行、平安

银行、中信银行和兴业银行等银行

股，最近两个多月多次被资金大幅

杀跌。 在港股方面，最近十多个交

易日，多只内地银行股股价再次被

砸出超过

10%

的大坑。 实际上，从

2

月

4

日至今， 内地银行股已经历两

个梯次急跌，此前一波为

2

月

5

日

-2

月

26

日，几大内地银行股股价跌幅

超过

10%

。尽管银行基本面未发生

太大变化，但原本表现稳健的银行

股，早已妖性十足。 银行股波幅巨

大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深圳一位私募人士透露，银

行股波幅巨大背后最具影响力的

一股力量是外资， 而且这股外资

做空手法非常巧妙。他说，在香港

市场，有家名为“大华证券”的券

商， 国内很多高净值客户都在此

开户， 有的户头金额达

10

亿元级

别。 在这些资金中有很多买的是

内地银行股。“外资巧妙地利用这

一点， 每次他们要做空内地银行

股时， 就会在大华证券开少量空

单， 而且每次内地银行股股价都

会跌不少。 来回几次后，外资‘空

军’很容易实现其‘恐吓’目的，而

且影响的资金金额也非常大，‘四

两拨千斤’的效果很好。 最近，外

资又可能有新动作。 ”

外资做空节奏准确

那么， 上述私募人士的信息

来自何方？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 他有好几位朋友都在大华证

券开户，对情况比较清楚。每次内

地银行股有空头行情出现前，他

们都会互通信息。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在香港，券商不允许其客户

直接看到其他客户交易情况，客

户交易资料一般不会形成书面报

告， 但一些券商为满足大客户需

求偶尔会口头通知客户其他客户

交易情况。此外，每周这些券商还

会给大客户发一份类似的报告。

他说， 内地确有不少客户赴大华

证券开户，但外资客户并不多。他

拒绝进一步透露大华证券外资客

户交易细则， 称很多信息不方便

透露。

不过，梳理一下围绕内地银

行股最近发生的事，外资做空的

“点” 的确踩得比较准。 例如，

3

月，某外资投行发布做空银行研

究报告。 随后出现的种种利空，

对内地银行股股价来说，可谓是

刀刀致命。

有香港的对冲基金经理表

示， 目前市场对内地银行股短

期负面判断趋于一致， 做空可

能是一个占优策略。 外资利用

一个托管资产规模较大的营业

部放空某只股票和某个板块的

手法，之前也见识过，确有其独

到之处。

市场化改革不能成为变相涨价的幌子

□

本报记者 王栋琳

在市场化改革发出提速

信号的同时，近期一系列涨价

措施和预期不断困扰民众。 这

些问题集中反映出，市场化改

革方向不能动摇，但千万不要

成为垄断行业和部分利益集

团趁机“狮子大开口”的理由。

需要认识到，市场化改革不仅

仅是价格机制改革。 除逐步理

顺价格机制，还需同步推进破

除垄断、投融资体制、金融市

场、政府审批职能、市场准入

与淘汰等多方面市场化改革

举措，避免形成新的资源错配

和利益失衡。

在油价改革向市场化迈

进一步后，气、水、电价格机制

改革都已提上日程。 尽管发改

委出面否认天然气将涨价的

消息，但已有多地酝酿开听证

会上调燃气价格的消息传出。

此外，铁路改革可能引发票价

上涨， 北京出租车可能将涨

价，景区门票纷纷涨价，微信

也被官方证实可能收费。 纷纷

扰扰的涨价信息给民众通胀

预期蒙上一层阴影。

应看到，在传统能源稀缺

和节能减排重任下，理顺价格

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毋庸

置疑。 实际上，正是由于担心

涨价引发不满和通胀压力，价

格改革曾多次被提出，又多次

被延迟，其结果是加剧经济结

构失衡和节能减排困难。

但同时不能错判改革目

前所处的背景：一是长期扭曲

的价格信号压力如在短时间

内集中释放， 其影响需衡量，

应考虑渐进改革思路；二是目

前亟待推进价格改革的领域

多数存在于垄断程度较高行

业，改革不能只从价格着手。

例如，天然气价改将从目

前的“成本加成法”改为“市场

净回值法”， 实际是从终端倒

推出前端价格，消费者承担价

格风险，之前的环节利益得到

保障。 与发达国家分业经营不

同，我国在勘探开采、长输管

道、储气库、城市管网的许可

证可兼得，形成上下游一体化

经营模式。 目前上游开采和管

网建设由“三大油”垄断，不少

城市销售集中在一家运营商，

改革后涨价压力很容易形成。

再如，北京出租车运营牌

照受严格控制，数家大企业长

期垄断市场，因而北京出租车

数量十年间变化不大，随着城

市扩张，车少人多催生涨价是

必然结果。（下转A02版）

美日汇价等待冲刺百元大关

� � � �上周五以来， 美元兑日元汇率自接近

100

整数大关的位置显著

回调，前期美元对日元的持续高涨势头暂告停歇。分析人士表示，在

美联储量宽退出若隐若现、 日本央行决意长期大规模宽松的背景

下，美元对日元汇率长期涨势预计难以扭转，美日汇价在短期休整

之后站上

100

关口或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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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跳水” 日跌幅达4%�黄金QDII均亏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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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住房供地计划

连续两年减少

万家基金邹昱“被离职”

固定收益隐性利益链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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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微信

中移动重构飞信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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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家上市钢企去年亏损77亿

IMF下调

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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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美到广汇

“黑天鹅” 为何飞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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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价盘中反弹 美股走高

� � � �国际金价、银价在

12

日

和

15

日大幅下挫后，终于在

16

日盘中迎来幅度较大反

弹。 市场人士认为，国际金

价、银价

16

日反弹主要是对

前几个交易日跌幅过大的

阶段性回升。世界黄金协会

表示，当前黄金跌势属非常

环境下暂时现象。全球黄金

需求渠道仍来自多个不同

方面，并非完全依赖于投资

避险需求。

美股在

16

日开盘后走

高， 欧洲主要股指跌幅较开

盘时明显收窄。 截至北京时

间

16

日

22

时

15

分， 纽约商品

交易所

5

月交割的黄金期货

价格上涨

1.05%

至每盎司

1374

美元， 白银期货价格上

涨

2.67%

至每盎司

23.29

美元。

新华社图片 合成/苏振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文

白酒行业亟待纯粮酿造打假

� � � �“塑化剂”阴霾尚未散尽，勾兑质疑再度来袭，让白酒陷入了到

底是“粮食精”还是“酒精”的漩涡中。中国证券报记者

16

日连线多家

高端白酒上市公司，公司高管纷纷表示，企业生产的白酒为纯粮全

固态发酵工艺酿造，不存在酒精勾兑问题。

深圳机场：“请管家” 不是“卖家当”

� � � �深圳机场最近 “有点烦”， 以合资方式管理广告资源被解读为

“贱卖”资源。 “

T3

户内户外广告媒体资源属于上市公司资产，我们

引入专业机构共同运营管理。 广告资源从来没有出售过，何来贱卖

呢？”深圳机场财务总监支广纬表示，在经历了广告承包模式带来的

风险之后，深圳机场选择合资模式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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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证券化资本效率

高于全社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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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两月未批RQFII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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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集团侵占大熊猫领地采矿

公司称目前仅处于探矿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