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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保险创新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

本报记者 李超

保监会9日发布《关于“跌停险” 的风险提

示》称，4月1日，保监会发现某互联网投资社交

平台可预约与股价波动相关的“跌停险”产品，

该投资社交平台预约投保有违法之嫌， 保险创

新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保监会将对相关情况

作进一步调查，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提示》称，上述网站称其目前正与国内某

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不久将正式推出此产品。保

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示消费者， 保险

风险是指尚未发生的、 能使保险对象遭受损害

的危险或事故，具有客观性、可能性和偶然性。

保险风险不受人为因素影响、 不可控， 而股票

“跌停”是可以受人为因素影响的。之前的“世

界杯遗憾险” 、“贴条险” 等产品虽然带着

“险”字，但并未体现保险对客观事件的风险管

理功能。

保监会还提示， 该投资社交平台预约投保

有违法之嫌。 根据中国《保险法》相关规定，只

有保险公司才是开发保险产品的合法机构，且

所开发的产品需向保监会报备， 才可由保险公

司或具备资质的保险中介机构进行销售。目前，

保监会未接到有保险公司开发此类险种的报

告。 该投资社交平台虽然声称正在与保险公司

合作，计划利用保险公司的优势推出该款产品，

但是其通过网站预约投保的行为有违法之嫌，

保监会将对相关情况作进一步调查， 及时公布

调查结果。

《提示》 称， 保险创新要在法律框架内进

行。保险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功能。而“跌停险”

类似对赌游戏，有“博彩”嫌疑，利用“跌停险”

对股价波动进行保障有可能进一步放大金融风

险。 保监会鼓励“互联网+” 与保险结合的创

新，但坚决反对打着产品创新的幌子，误导消费

者对保险的认识， 开发或销售带有赌博或博彩

性质的产品。 希望消费者提高警惕，注意风险。

专家表示，A股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股民数

量，缺乏相关产品进行风险保障，但这类风险是

否可保仍有待商榷。 保险产品创新的前提是遵

守保险业的基本规律，近期连续出现的“贴条

险” 和“跌停险” 相继被保监会叫停，既说明互

联网时代保险业发展的多样化趋势逐渐显现，

也说明监管层对于创新的鼓励态度和对于不当

市场行为的制止决心， 仍将是未来保险产品发

展不能逾越的红线。 保险公司应在产品的基本

功能上多下功夫， 才能真正推动保险服务社会

经济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英国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英国央行在9日结束的例会后宣布，将基准

利率维持于0.5%不变， 将资产购买规模维持于

3750亿英镑不变，均符合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

或出现没有一个政党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局面，

加之英国低至零的通胀率， 英国央行明年之前

可能都不会走入加息周期， 希望以更宽裕的流

动性支持英国经济复苏以及通胀水平上升。 去

年下半年英国经济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扩张，通

胀水平也开始企稳。 然而油价持续大跌促使全

球通胀率下滑， 多国主要央行今年相继放宽货

币政策， 英国2月CPI按年率环比增速降至零，

为有史以来首次， 这使英国央行加息时点可能

延后。

汇丰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斯表示， 英国大选

相关的不确定性可能打压投资者信心， 由于通

胀处于低位且经济增速减缓， 英央行可能不会

在明年2月之前加息。 路透最新调查显示，市场

分析师预估中值为英国央行首次加息将在2016

年初，届时也仅将加息25个基点。 调查显示，明

年底基准利率仅为1.25%，2017年底为2.0%。 而

2008年金融危机前英国基准利率曾高达5.75%。

微众银行产品

4月中旬推出

微众银行9日首次揭开面纱， 其首席战略

官、董事会秘书陈峭表示，微众不会是一个传统

的银行，将会结合互联网打造金融平台。对于腾

讯而言，金融只是在生态圈里面的布局之一，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陈峭透露， 目前微众银行正在规划一款产

品，将在4月中旬推出。 在5月中旬，会有大规模

产品推出市场，涵盖理财和支付产品等。微众银

行的业务模式是平台，核心是同业合作业务。

“对于包括腾讯在内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开

拓金融领域，肯定不会是做一个传统的银行，因

为做传统银行对价值创造没有太大的优势” ，

陈峭表示。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银行、证券、保险

等传统的金融业态将会改变， 未来将出现金融

平台的精矿， 而微众银行要做的是驾照到如何

做连接，创造一个平台。

陈峭表示，平台符合互联网企业本身的本

质，它应该是开放性的，站在客户角度寻找最

好的服务和产品，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未来

与传统的金融机构更多的是合作。 据了解，此

前交通银行被报道已经与微众银行已有合作

意向，交通银行高层表示，鉴于其在渠道、支付

结算及海外网络等拥有优势，相信双方有比较

大的合作。

陈峭认为，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定会

有一些新的业态和组织出现，比如金融互联网平

台，可能会有理财平台、融资平台，这些平台是完

全有别于传统银行的新型的业态。（周文静）

经合组织：欧元区经济前景正在改善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9日最新

发布的月度报告中表示， 反映经济前景的领先

指标显示，欧元区经济前景正在改善，印度经济

前景则持续向好，但美国、俄罗斯等经济体未来

经济增速可能出现轻微放缓的趋势。

经合组织表示，在欧元区中，意大利以及法

国经济前景的改善最为明显，德国的经济前景也

有所改善。 数据显示，欧元区整体领先指标从前

月的100.6上升至100.7， 法国的领先指标从前月

的100.5升至100.7， 意大利的领先指标从前月的

100.8升至101.0， 德国的领先指标从前月的99.7

升至99.8。 美国的领先指标从前月的100.1降至

100.0，日本的领先指标从前月的99.9升至100.0。

上海将在自贸区内

建设金融“众创空间”

□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 上海市金融办

９

日联合宣布，将在上海自贸区内的陆家嘴世

纪金融服务广场，合作推进“新兴金融启航

基地”，并以此作为建设金融“众创空间”的

载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众

创空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扩区

后的上海自贸区，将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作为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结合两大国家战略，浦

东新区在金融机构集聚的陆家嘴区域，专门

拿出

１．３

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 以优惠的条

件吸引互联网金融及对冲基金等新兴金融

机构入驻。

对创业创新来说， 比办公空间更重要

的是发展环境。 浦东新区副区长简大年表

示， 启航基地的培育孵化和专业服务将由

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创业接力集团、

中金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等行业组织和专

业机构承担， 通过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服

务， 营造适合金融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发

展环境。

近年来，上海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等新

兴金融业态的发展，去年下半年专门发布促

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沪

２０

条”，在工商登记、

财税等方面予以支持。 目前，上海已经认定

了首批

５

家“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浦东的

“新兴金融启航基地”位列其中。基地通过引

导新兴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机构对接，将推

动两者实现融合发展。

麦肯锡：中国目前债务

状况值得警觉但可控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９

日发布报告称，中国的

债务总额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５

万亿元上升到了

２０１４

年

中期的

１７２

万亿元，债务情况值得警觉，但可以

加以控制。

麦肯锡认为，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债务带

来的风险，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减少这种风险。比

如， 为减少对土地销售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

依赖，中央政府允许城市发行有限的市政债券；

国家也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措施， 更强调可

持续经济、和谐社会和环境保护。

“除此之外，对中国有益的改革措施还包括

加强放贷机构的透明度和风险管理， 改善房地

产行业数据，建立统一、清晰的破产流程以处置

不良债务。最后，增加投资的选择种类将会减少

对于高风险影子银行工具的需求。”麦肯锡全球

研究院中国区副院长成政珉说。（据新华社电）

上海大幅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

据新华社电

上海

９

日公布住房公积金新政策，购买首套

房及二套普通住宅， 个人和家庭公积金贷款上

限大幅上调至

５０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缴存补充公积

金的， 各自额度可再分别增加

１０

万元、

２０

万元。

由此， 单户家庭公积金贷款最多可达

１２０

万元。

同时， 上海还进一步放宽了提取公积金支付房

租的条件。

此外， 上海还调整了二手房公积金抵押贷

款的年限，

６

年至

１９

年房龄二手房的公积金抵押

贷款， 最长贷款年限由不超过

１５

年调整为

３５

年

与房龄之差。 此公积金房贷新政将于

４

月

１５

日起

实施。

上海同日还宣布进一步放宽公积金用于租

房的提取条件。 比如，规定凡职工连续缴存满

３

个月， 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

房的，可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同

时不再设定房租收入比限制。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 此两

项新政策的推出， 将使本市广大无房职工家庭

及购买首套自住或改善型住房职工家庭更多受

益。 为此，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审批手

续，提高服务效率，方便业务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