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资管触雷老鼠仓（主）

证监会严打内幕交易力度加大

本报记者 李超

原保险资管人员的“老鼠仓”案正为资管行业敲响警钟。 2月 6日上午，原平安资管股票投资部副总经理张治民“老鼠仓”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庭将继续就疑点择日进行开庭审理。 保险资管相继“触雷”，使得资管行业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的风险进一步暴露，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出现新变化、新特征，证监会已表态将加大对内幕交易综合防治的力度。

平安触雷

张治民涉及的案件成为今年以来“老鼠仓”涉案资金最大的一例。 相关信息显示，庭审期间，张治民及其妻子尹琼同时站上被告席，均以“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被起诉。 2008年7月至2013年1月，张治民担任平安资管股票投资部副总经理，并先后负责管理两个账户股票投资组合。 检方认为，2009年 2月28日至 2012年12月31日间，张治民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自行指示尹琼，通过“张顺村”、“杨娟”、“谢秀英”证券账户与其管理的股票投资组合趋同交易深天马A、湖北宜化、徐工机械等100余只股票，累计趋同成交额 13.42亿余元，获利2861万余元。 张治民虽然对罪名无异议，但对于获利数据的鉴定计算方式等细节上存在异议。 据悉，法庭将继续就疑点择日进行开庭审理。

2014年5月9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通报了资产管理行业相关人员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及相关查处情况时透露，2014年 1月，证监会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投资管理人员“张某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启动初步调查，3月正式立案稽查 。 经调查初步查明 ，“张某某 ”案涉及交易金额达4.87亿元，获利1500余万元。

而卷入“老鼠仓”案件的保险资管公司不止平安资管一家 。 2014年12月26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通报近期针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执法工作情况时表示，已将涉嫌利用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20家金融机构的未公开信息，从事非法交易活动的张治民等39名涉案人员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持续严打

证监会始终将严厉打击内幕交易作为执法工作的重点。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针对当时内幕交易高发 、频发的状态，证监会专门部署开展了打击内幕交易的专项执法工作。 据统计，2010年至 2014年的5年间，证监会正式立案调查的案件中，内幕交易占比分别为 51%、51%、63%、46%、45%。 其间，证监会共立案查处内幕交易案件 349起。 2013年、2014年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幕交易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达 86件。

据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介绍，2014年以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出现一些新变化、新特征：一是部分涉案金额、非法获利特别巨大。 在近期已查办的案件中，涉案交易金额累计 10亿元以上的有7件，非法获利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 13件；二是涉案人员已涉及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 ；三是出现多环节调配资金、频繁变换交易方式等隐蔽性较强，以及内外串通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

而在打击力度明显加大的同时，随着执法新技术的运用，一批多环节泄露内幕信息、交易隐蔽性较强、多种违法行为交织并存、常规手段难以发现的案件线索被挖掘出来。 2013年下半年开发启用大数据分析系统以来，已调查内幕交易线索 375起，立案142起，分别比以往同期增长21%、33%。

保险资管人士表示，早在 2013年2月曝出证监会查处首例保险资产管理从业人员内幕交易案，涉事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投资经理夏侯文浩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被立案调查后，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很快加强了内部整顿和排查 ，并在内部会议中要求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 但因为以往的内部管控并不像后来那样紧，所以以往事情埋下的风险仍然会显现出来。 犯罪嫌疑人曾有数年接近不同账户了解核心信息的职务便利，事发后说明此前保险公司的内控不够缜密。 而在未来，随着执法力度加强 ，对此类风险的把控将更为有效 。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为适应当前监管执法形势，证监会已对稽查执法力量和科技投入作出统筹安排 ，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对内幕交易综合防治的力度，努力让每一个投资者在每一起信息披露过程中都能够得到公平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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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频曝老鼠仓

证监会防治内幕交易力度加大

□本报记者 李超

原保险资管人员的“老鼠仓” 案正为资管行业敲响警钟。2月6日上

午，原平安资管股票投资部副总经理张治民“老鼠仓” 案在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庭将继续就疑点择日进行开庭审理。 保险资管相

继 “触雷” ， 使得资管行业人员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的风险进一步暴

露，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出现新变化、新特征，证监会已表态将加

大对内幕交易综合防治的力度。

平安触雷

张治民涉及的案件成为今年以来 “老鼠仓”

涉案资金最大的一例。 相关信息显示，庭审期间，

张治民及其妻子尹琼同时站上被告席，均以“利

用非公开信息交易” 罪被起诉。 2008年7月至

2013年1月， 张治民担任平安资管股票投资部副

总经理，并先后负责管理两个账户股票投资组合。

检方认为，2009年2月28日至2012年12月31日

间，张治民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自行

指示尹琼，通过“张顺村” 、“杨娟” 、“谢秀英” 证

券账户与其管理的股票投资组合趋同交易深天马

A、湖北宜化、徐工机械等100余只股票，累计趋同

成交额13.42亿余元，获利2861万余元。 张治民虽

然对罪名无异议， 但对于获利数据的鉴定计算方

式等细节上存在异议。据悉，法庭将继续就疑点择

日进行开庭审理。

2014年5月9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通报了资

产管理行业相关人员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

票案件及相关查处情况时透露，2014年1月，证监

会对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投资管理人员

“张某某” 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启

动初步调查，3月正式立案稽查。经调查初步查明，

“张某某” 案涉及交易金额达4.87亿元，获利1500

余万元。

而卷入“老鼠仓” 案件的保险资管公司不止

平安资管一家。 2014年12月26日，证监会新闻发

言人通报近期针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执法

工作情况时表示，已将涉嫌利用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等20家金融机构的未公开信息，从事非法

交易活动的张治民等39名涉案人员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

持续严打

证监会始终将严厉打击内幕交易作为执法工

作的重点。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针对当时内幕

交易高发、频发的状态，证监会专门部署开展了打

击内幕交易的专项执法工作。 据统计，2010年至

2014年的5年间，证监会正式立案调查的案件中，

内幕交易占比分别为 51% 、51% 、63% 、46% 、

45%。 其间，证监会共立案查处内幕交易案件349

起。 2013年、2014年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的内幕交易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达

86件。

据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介绍，2014年以来，利

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出现一些新变化、 新特

征：一是部分涉案金额、非法获利特别巨大。在近

期已查办的案件中，涉案交易金额累计10亿元以

上的有7件，非法获利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

13件；二是涉案人员已涉及基金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三

是出现多环节调配资金、频繁变换交易方式等隐

蔽性较强，以及内外串通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的案件。

而在打击力度明显加大的同时，随着执法新

技术的运用，一批多环节泄露内幕信息、交易隐

蔽性较强、多种违法行为交织并存、常规手段难

以发现的案件线索被挖掘出来。 2013年下半年

开发启用大数据分析系统以来， 已调查内幕交

易线索375起，立案142起，分别比以往同期增长

21%、33%。

保险资管人士表示， 早在2013年2月曝出证

监会查处首例保险资产管理从业人员内幕交易

案， 涉事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投资经

理夏侯文浩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被立案

调查后， 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很快加强了内部整顿

和排查， 并在内部会议中要求杜绝此类事件再次

发生。但因为以往的内部管控并不像后来那样紧，

所以以往事情埋下的风险仍然会显现出来。 犯罪

嫌疑人曾有数年接近不同账户了解核心信息的职

务便利， 事发后说明此前保险公司的内控不够缜

密。 而在未来，随着执法力度加强，对此类风险的

把控将更为有效。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为适应当前监管执

法形势， 证监会已对稽查执法力量和科技投入作

出统筹安排， 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对内幕交易综合

防治的力度， 努力让每一个投资者在每一起信息

披露过程中都能够得到公平对待。

融资租赁搭乘

互联网金融快车

□本报记者 殷鹏

得益于国家的一系列政策的

支持，融资租赁在过去的几年里高

速地发展，截至2014年底，融资租

赁合同余额约为 3.2万亿元，比

2013年底增长1.1万亿元， 增幅为

52.4%。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

展，很多普通投资人颇感陌生的融

资租赁也要搭上这班快车。

2月7日，在“经济新常态下的

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高峰论坛”

现场，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互联网

金融与融资租赁结合起来， 使得

资金来源更加广泛， 使得租赁的

产业能够得到更大发展， 使得实

体经济可以从租赁产业当中受

益， 使大量前置的生产资料得以

更好地发挥作用。 他说，我们过去

过于关注技术创新， 但是往往忽

视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利用互联网

金融来促进融资租赁这样的金融

活动，需要新的商业模式。 过去其

实很多风险投资，看好的并不是所

谓的技术，他们投资的是商业模式

。不应把创新理解为一个狭隘的概

念。 “作为经济学者， 我们在研究

‘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经济如何

发展，如何避免风险，迎头赶上，

建议不要再搞过去那种由政府选

择新兴战略产业的产业政策。 ” 樊

纲表示。

作为承办方之一，安徽钰诚控

股集团以互联网金融新军姿态亮

相。 据了解，钰诚集团是以融资租

赁为主导的综合性集团，拥有经营

规模超百亿的大型融资租赁公

司———安徽钰诚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e租宝是钰诚集团推出的融资

租赁A2P平台， 是国内成立较早、

发展较成熟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据了解，e租宝将传统融资租

赁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为传统融

资租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

向。 相较于其他P2P平台，融资租

赁A2P有具体的租赁标的物，通过

平台转让债权的融资租赁公司，对

于租赁标的物既有债权也有物权，

可以回收、处理租赁物，有利于搭

建有效的风控体系。 e租宝准备将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到融资

租赁A2P平台中，由此开创多元化

金融风控新模式，为风控管理加重

砝码。

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人、会

长黄震指出，互联网金融最重要的

就是创新，通过互联网金融赋予融

资租赁资产更多流动性，是一种不

错的模式创新。 专家指出，互联网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建

设与发展，互联网技术所实现的高

效信息交互，提高了流动性；而物

联网、大数据与融资租赁相结合是

A2P细分领域中的全新模式。 物联

网及大数据双管齐下，可以进行有

效的信息处理及风险控制管理，为

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提供金融

服务，实现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

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抵御风险 扩大业务

信托去年增资近270亿元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信托公司增资潮起，有喜有忧。 一方面，

信托公司在去年继续大手笔增资， 全行业实

收资本为1386.52亿元， 较2013年末增加近

270亿元， 增强了信托公司风险抵御能力，并

为业务转型奠定资本基础；另一方面，其负面

效应已开始显露， 其中包括行业净资产收益

率出现小幅下滑， 固有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

升。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信托公司增资利大

于弊；从长远来看，改变目前粗放式发展模式

方是根本。

全年增资近270亿元

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末，信托业

实收资本为1386.52亿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达

20.39亿元，相比2013年末的1116.55亿元，增加

269.97亿元， 同比增长24.18%， 较2013年末

13.93%的同比增长率提高10.25个百分点。

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中信信托将其

注册资本金一举增加至100亿元，中融信托亦

增资60亿元。 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信托全

行业增资规模增加至176.7亿元，超过2013年

全年。

业内人士认为，信托公司积极增资，其原

因有二，一是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二是在净资

本管理之下扩大业务规模。 此外，评定信托公

司能从事哪些业务的监管评级制度即将推出

亦是增资的重要动力。 在此前召开的“2014年

中国信托业年会” 上，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

表示，在评级指标中，第一个就是实力指标。 他

说：“实力首先是资本， 一个只有10亿元资本

的公司， 当然不能与拥有100亿元资本的公司

一样做业务。 ”

中国信托业协会专家理事周小明认为，信

托公司固有实力的不断增强，反映了信托业未

雨绸缪，主动增加迎接挑战的筹码，借此不断

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并为业务转型奠定资本

基础。

负面效应渐显

不过， 信托公司增资潮引发的负面效应开

始渐渐显露。近期，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

究所执行所长邢成对媒体表示， 信托行业资本

金大规模急剧增长， 少数公司不顾现实盲目攀

比，其负面效应逐步显现：一是给公司经营带来

前所未有的压力；资本收益率堪忧；二是个案风

险不断集聚；三是固有业务收入占比不断攀升，

信托主业遭受冲击。

近日百瑞信托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根据银行间市场披露的49家信托公司未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数据，2014年，49家信托公司净资

产收益率平均值为17.4%， 与2013年相比下降

3.04%。 百瑞信托认为，2014年，信托行业净资

产收益率出现小幅下降， 净资本扩张稀释了净

资产收益率是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百瑞信托的这份报告显示，上述49家

信托公司自营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具体而

言，2014年 49家信托公司自营业务收入为

241.17亿元，平均值为4.92亿元，在总收入中占

比为30.7%。 2013年自营业务收入为225.62亿

元，平均值为3.31亿元，占比26.8%；2012年自营

业务收入为184.57亿元， 平均值为2.79亿元，占

比28.4%。

业内人士认为，总体而言，信托公司增资利

大于弊，但仅仅依靠增资扩股只是权宜之计。从

长远来看， 还是要逐步改变目前粗放式的发展

模式，通过调整业务结构，转变盈利模式，实现

公司业务、产品模式的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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