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保险机构参与市场化竞争活力

银保监会印发《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本报记者 程竹 薛瑾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印发《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有三大看点，一是取消投资管理能力备案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优化整合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三是按照“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的原则，细化和明确保险机构开展各类投资业务标准。

多位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通知》更加注重以市场手段推动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增强投资管理能力，提升资金运用效率；同时引导不同实力的保险机构依据自身情况，“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情” ，严控风险底线，最大限度提升保险机构活力。

能力监管换“角度”

强调机构自评

《通知》明确取消投资管理能力备案管理，有利于提升保险机构自主决策效率和风险责任担当。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春玲表示，监管取消备案制度，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保险（资管）机构参与市场化竞争的活力。让市场无形的“手”与监管有形的“手”在业务发展中分工配合，既有助于从制度建设层面为保险（资管）机构“松绑”，又有助于保险机构发挥自身投资能力参与资管行业市场化竞争。

在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段国圣看来，这种监管方式的转变，将保险机构投资能力建设的责任交给市场主体，既符合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与方向，也进一步提高了保险机构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保险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首席投资官、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王军辉认为，面对大资管行业的竞合格局，未来保险资产管理领域的竞争将不会局限于规模或市场份额的竞争，而是将逐步转向效益、管理、服务等多维度竞争。 在管理模式上“充分放权” ，形成保险机构、自律组织与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彼此支撑的良性监管体系，既有利于激发保险资金投资活力，又通过调动保险机构自身合规意识与自律组织的监督管理，有机地增加了监管维度、频度与覆盖度。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红说：“取消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备案管理后，部分保险机构可以组建自有的、符合监管要求的投资团队，构建自有投资管理体系，开展相应能力的投资管理，一方面可以提升保险机构的投资决策效率，特别是对于只能通过委托投资的中小保险机构来说，构建投资管理能力将有力地提高自身投资决策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保险机构投资收益，减少委托部分的费用成本，提高运作效率。 ”

能力发展保持“宽度”

优化产品分类

《通知》在优化整合同类产品创新能力方面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将原有九项投资管理能力优化合并为七项。

银保监会相关人士介绍，调整后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分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股票投资管理能力、股权投资管理能力、不动产投资管理能力、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债权投资计划产品管理能力、股权投资计划产品管理能力。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认为，重新整合能力分类明晰了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能力类型，有利于明确各自定位，这更符合保险资金运用规律。

段国圣表示，《通知》最新分类考虑了保险机构业务中不同形态产品的共性与差异，契合市场和业务实际，更加科学合理。 同时允许具备债权计划产品管理能力、股权计划产品管理能力的保险资管机构分别提供不动产和股权投资咨询服务及技术支持，有助于厘清保险资管机构与保险公司在不动产和股权投资领域的关系与定位。

于春玲表示，保险公司自行投资和委托业外机构运作的多元化、市场化委托机制也有望撑起“一片天” 。 对于保险资管公司来说，未来要从内部专业化的1.0阶段向外部委托人的专业化2.0阶段、甚至国际委托人的3.0阶段不断升级。 面对更加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赛道” ，要专注转型发展，把“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资产管理理念向纵深发展，做到服务定位清晰化，拓宽业务领域和服务范围，逐步形成内外委托资产管理均衡发展的格局。

能力建设扩充“广度”

引导各司其职

《通知》指出，按照“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原则，细化和明确保险机构开展债券、股票、股权、不动产、衍生品运用等各类投资业务，以及发行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的能力标准和监管要求。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总裁李全认为，监管政策不是要束缚保险机构的投资活动，而是要管住关键点，也就是各项投资能力的管理制度建设。 投资管理能力是否具备，先看管理制度是否成形、制度执行是否到位，从而确保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能自上而下地一以贯之。 保险机构未来要在投资管理制度上多下功夫，根据监管要求，持续、高效、精准地执行落地，把制度思维贯彻到每日投资管理中去。

于春玲认为，对于保险投资机构而言，应该在能力圈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机构之间的文化和投资策略差异化较大，此次监管层面细化和明确保险投资管理能力标准，勾勒出保险投资的“能力圈” ，既指出了发力方向，又在能力评估上涵盖了多重特点和区间。 所以，这个“能力圈”不是简单的平面圈，而是一个有宽度和厚度的立体圈。

对于保险及保险资管机构来说，要意识到未来发展过程中，“能力圈”的建设和拓展更加关键。 于春玲表示，首先要知圈，认识到自身的发展优势与瓶颈，找准定位，在长期战略制定和业务开展上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其次要守圈，守住合规底线，对于能力圈范围内自己能够想明白、搞清楚的事，要尽可能做到极致；对于能力圈范围外，应承认局限，抵御风险。 最后要拓圈，“能力圈”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构需要保持动态学习和发展的眼光，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将自身“能力圈”不断向外、向深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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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反弹

“十一”长假期间，全球风险资

产走势跌宕，但市场整体格局偏暖，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工业品指数

顺势反弹。 截至10月9日当周，CIFI

最终收于1182.26点，当周最高上冲

至1183.24点， 最低探至1168.91点，

全周上涨2.11%。 分品种看，工业品

大多呈现反弹行情。 “黑色系” 领

涨，焦炭上涨4.71%。 能化品种紧随

其后，橡胶和燃油均上涨4.45%。 仅

有有色金属铅、锌和锰硅小幅下滑。

长假后首日，焦炭跳空高开，期

价创出近期新高， 走势相当强劲。

国庆期间， 由于下游钢厂开工率依

旧维持高位， 焦化企业出货积极性

良好，库存偏低。 10月开始，焦化企

业面临产能退出问题， 中期供应依

旧偏紧。 目前焦炭整体库存仍在继

续下降。

燃料油市场继续好转， 高硫市

场保持坚挺。夏季用电高峰期过去，

沙特高硫燃料油采购明显放缓，但

美国仍大量进口高硫燃料油用于炼

化。此外，航运需求好转对高硫燃料

油消费也略有提振。

（方正中期期货 夏聪聪）

□本报记者 程竹 薛瑾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印发《关于优化

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

通知》。 《通知》有三大看点，一是取消

投资管理能力备案管理， 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 二是优化整合保险机构投资管理

能力；三是按照“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

的原则， 细化和明确保险机构开展各类

投资业务标准。

多位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主要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通知》 更加注重以市场手段推动保险

资产管理机构增强投资管理能力， 提升

资金运用效率； 同时引导不同实力的保

险机构依据自身情况，“有多大能力干

多大事情” ，严控风险底线，最大限度提

升保险机构活力。

能力监管换“角度”

强调机构自评

《通知》 明确取消投资管理能力备

案管理， 有利于提升保险机构自主决策

效率和风险责任担当。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春玲表示，监管取消备案制度，一定程

度上释放了保险（资管）机构参与市场化

竞争的活力。 让市场无形的“手”与监管

有形的“手”在业务发展中分工配合，既

有助于从制度建设层面为保险（资管）机

构“松绑” ，又有助于保险机构发挥自身

投资能力参与资管行业市场化竞争。

在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首席

执行官段国圣看来， 这种监管方式的转

变，将保险机构投资能力建设的责任交给

市场主体，既符合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

革的趋势与方向，也进一步提高了保险机

构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保险资金更好地

支持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首席投

资官、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王军

辉认为，面对大资管行业的竞合格局，未

来保险资产管理领域的竞争将不会局限

于规模或市场份额的竞争， 而是将逐步

转向效益、管理、服务等多维度竞争。 在

管理模式上“充分放权” ， 形成保险机

构、自律组织与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彼此

支撑的良性监管体系， 既有利于激发保

险资金投资活力， 又通过调动保险机构

自身合规意识与自律组织的监督管理，

有机地增加了监管维度、频度与覆盖度。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

红说：“取消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备案

管理后，部分保险机构可以组建自有的、

符合监管要求的投资团队， 构建自有投

资管理体系，开展相应能力的投资管理，

一方面可以提升保险机构的投资决策效

率， 特别是对于只能通过委托投资的中

小保险机构来说， 构建投资管理能力将

有力地提高自身投资决策效率； 另一方

面也可以提高保险机构投资收益， 减少

委托部分的费用成本，提高运作效率。 ”

能力发展保持“宽度”

优化产品分类

《通知》 在优化整合同类产品创新

能力方面进行了另一项改革， 将原有九

项投资管理能力优化合并为七项。

银保监会相关人士介绍， 调整后保

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分为信用风险管理

能力、股票投资管理能力、股权投资管理

能力、不动产投资管理能力、衍生品运用

管理能力、债权投资计划产品管理能力、

股权投资计划产品管理能力。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平

认为， 重新整合能力分类明晰了保险公

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能力类

型，有利于明确各自定位，这更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规律。

段国圣表示，《通知》最新分类考虑

了保险机构业务中不同形态产品的共性

与差异，契合市场和业务实际，更加科学

合理。 同时允许具备债权计划产品管理

能力、 股权计划产品管理能力的保险资

管机构分别提供不动产和股权投资咨询

服务及技术支持， 有助于厘清保险资管

机构与保险公司在不动产和股权投资领

域的关系与定位。

于春玲表示， 保险公司自行投资和

委托业外机构运作的多元化、 市场化委

托机制也有望撑起“一片天” 。对于保险

资管公司来说， 未来要从内部专业化的

1.0阶段向外部委托人的专业化2.0阶

段、 甚至国际委托人的3.0阶段不断升

级。 面对更加专业化和市场化的 “赛

道” ，要专注转型发展，把“受人之托、代

人理财” 的资产管理理念向纵深发展，

做到服务定位清晰化， 拓宽业务领域和

服务范围， 逐步形成内外委托资产管理

均衡发展的格局。

能力建设扩充“广度”

引导各司其职

《通知》指出，按照“有多大能力干

多大事”原则，细化和明确保险机构开展

债券、股票、股权、不动产、衍生品运用等

各类投资业务，以及发行债权投资计划、

股权投资计划的能力标准和监管要求。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总裁李全认为，监管政策不是要束

缚保险机构的投资活动， 而是要管住关

键点， 也就是各项投资能力的管理制度

建设。投资管理能力是否具备，先看管理

制度是否成形、制度执行是否到位，从而

确保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能自上而下地一

以贯之。 保险机构未来要在投资管理制

度上多下功夫，根据监管要求，持续、高

效、精准地执行落地，把制度思维贯彻到

每日投资管理中去。

于春玲认为， 对于保险投资机构而

言，应该在能力圈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

机构之间的文化和投资策略差异化较

大， 此次监管层面细化和明确保险投资

管理能力标准，勾勒出保险投资的“能

力圈” ，既指出了发力方向，又在能力评

估上涵盖了多重特点和区间。所以，这个

“能力圈”不是简单的平面圈，而是一个

有宽度和厚度的立体圈。

对于保险及保险资管机构来说，要

意识到未来发展过程中，“能力圈”的建

设和拓展更加关键。于春玲表示，首先要

知圈，认识到自身的发展优势与瓶颈，找

准定位， 在长期战略制定和业务开展上

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其次要守圈，守

住合规底线， 对于能力圈范围内自己能

够想明白、搞清楚的事，要尽可能做到极

致；对于能力圈范围外，应承认局限，抵

御风险。 最后要拓圈，“能力圈”不是一

成不变的， 机构需要保持动态学习和发

展的眼光，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将自身

“能力圈”不断向外、向深拓展。

激发保险机构参与市场化竞争活力

银保监会印发《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CIFI指数品种 当周涨跌幅% 上周涨跌幅% 双周涨跌幅% 本月涨跌幅%

焦炭 4.71 4.17 8.88 4.71

橡胶 4.45 -2.26 2.19 4.45

燃油 4.45 -1.48 2.97 4.45

焦煤 3.89 2.21 6.10 3 .89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截至10月9日当周CIFI指数部分品种涨跌幅

易盛郑商所能化指数A小幅上行

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指数A上

周小幅上行。 9月30日，该指数收盘

报789.35点；10月9日， 指数收盘报

799.44点。

甲醇需求方面， 三季度以来总

体复苏比较明显， 但短期又出现新

的瓶颈期。 虽然房地产市场表现可

圈可点， 但甲醛的需求并没有明显

上升，随着房地产市场旺季过去，甲

醛市场未来难有作为。另外，MTO、

醋酸需求已经处在一个极高的位

置，短期恐怕难见需求增量。

动力煤淡季效应持续发酵，但

市场对于未来预期依旧较强， 终端

库存虽然有所消化，但力度偏小，是

否会出现淡季趋势性下跌有待上游

供给效率决定。短期建议谨慎看多。

（格林基金 冯翰尊）

易盛能化指数A（郑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