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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领 域 防 风 险 工 作 再 次
升级。4 月 28 日，保监会印发《关
于强化保险监管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 整治市场乱象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针对保险业存
在的八大方面问题进行专项整
治，并表示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底线，确保国家经济金
融安全稳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
现，自4月中旬以来，保监会已连发
四文，从多个角度规范保险机构工
作，强调防风险的重要性。保监会相
关人士曾表示，近期保监会的工作
将坚持“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
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维护保险
市场稳定发展。

有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监管
框架来看，金融去杠杆、防风险以及
资金“脱虚向实”等是当下监管重点
关注的问题，此举有利于促进中国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重点整治八大问题

近两年来，在政策和需求的刺
激下，保险业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
但由于部分市场主体动机不纯、急
功近利、贪快求全，加之一些监管人
员位置不正、责任不强、履职不力等
原因，金融市场乱象问题在保险业
同样存在。

针对这些市场乱象，保监会
出台了相关文件。此次《通知》部
署了八个方面的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着力整治虚假出资，切实解
决资本不实问题；二是着力整治
公司治理乱象，提升治理机制有
效性；三是着力整治资金运用乱
象，坚决遏制违规投资、激进投资
行为；四是着力整治产品不当创
新，坚决清退问题产品；五是着力
整治销售误导，规范销售管理行
为；六是着力整治理赔难，提高理
赔服务质量和效率；七是着力整
治违规套取费用，规范市场经营
行为；八是着力整治数据造假，摸
清市场风险底数。

《通知》强调，对重大违法违规
的保险机构，保监会将实施更加严
格的监管、更加严厉的处罚、更加严
肃的问责，对违法犯罪行为绝不手
软，坚决移送司法处理。要加强对监

管行为再监督，严肃监管纪律，对于
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任性执法、内
外勾结等行为，一经发现，一律依法
从严问责。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自 4 月中旬以来，保监会已经连发
四文，并多次强调行业机构的风险
防控工作，防止行业发生系统性风
险。在此前保险业监管工作会议上，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曾表示，近期
保监会的工作将坚持“保险业姓保、
保监会姓监”，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
作，维护保险市场稳定发展。

一位业内人士在跟《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交流时表示，在低利
率和经济下行的当下，防风险是
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这从去年
就已经开始了。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近一段时间内，防风险是行业
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行三会”密集出手

事实上，除了保险行业，最近
一段时间，“一行三会”都在加强对
金融领域潜在风险的监管。对各领
域的风险进行排查整治，同业业务
风险、理财业务风险、互联网金融
风险、交叉金融风险等成为整治的
重中之重。

央行方面，一季度起对金融
机构的宏观审慎评估（MPA）正式
把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
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表外业务的
风险管理；银监会方面连续发文
警示风险、强化监管，提出要严防

“三套利”、整治“四不当”、防范
“十风险”，重点指向同业、银行理
财、委外等业务，引导资金更多地
投向实体经济，严控期限错配和
杠杆投资。此外，部分商业银行开

始调整资产负债和经营模式，收
缩同业和通道业务。

证监会则是修订现行期货公司
净资本监管制度，将期货公司最低
净资本要求提高至3000万元，并对
一例违法买卖股票行为开出近5亿
元的罚单。“从整体监管框架来看，
政策主要围绕金融去杠杆、防风险
以及资金‘脱虚向实’。”申万宏源表
示，年内资管监管还将继续，但将更
加注重监管协调。虽然当前发布的
监管文件较多，但仍缺乏执行细则，
需要监管层去不断完善。

有业内人士表示，防控金融
风险、引导金融机构有序去杠杆
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金融领域的
重点。可以预见，加强金融监管的
有效性，并以金融去杠杆带动实
体经济去杠杆的一系列政策还将
继续出台。 （每日经济新闻）

金融风险防控再升级——

保监会专项整治
资本不实等八大问题

1、着力整治虚假出资，切实解决资本不实问题
2、着力整治公司治理乱象，提升治理机制有
效性
3、着力整治资金运用乱象，坚决遏制违规投资、
激进投资行为
4、着力整治产品不当创新，坚决清退问题产品
5、着力整治销售误导，规范销售管理行为
6、着力整治理赔难，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和效率
7、着力整治违规套取费用，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8、着力整治数据造假，摸清市场风险底数

八大问题 专项整治

国家PPP示范项目已达700个
市政工程落地率领跑

近日，财政部PPP中心公布《全国
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第6期季报》
（下称“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
3月末，全国入库PPP项目合计12287
个，投资额14.6万亿元。

截至2017年3月末，国家示范项
目总数700个，总投资1.7万亿元，已
签订PPP项目合同进入执行阶段的
示范项目464个、投资额11900亿元、
落地率66.6%；其中，前三名为市政
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类。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永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PPP项目运作有一个周期，项目从
识别到落地基本为一年左右，短的
可能为6个月，长的可能是两年。第
一、二批示范项目推出的时间已经
很长，已经到落地期了。他还强调，
财政部PPP示范项目质量较好，更
容易落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对
比上一期季报，示范项目中市政工程
类落地数居第一，今年一季度市政工
程类落地项目也延续了这一趋势，继
续领跑。 （每日经济新闻）

与体彩中心合作销售彩票

根据顺丰控股4月27日披露的
消息，国家体彩中心与顺丰彩在即
开型彩票代销、系统对接、主题票制
定和仓储配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合
作，丰彩主题即开票已获财政部批
准为一款全国性彩票品种印制和发
行。其中，江苏、江西、湖南和广东四
省被列为试点省份，代销合作协议
为三年。

顺丰彩成立于 2016 年 6 月，注
册资金为4500万元，顺丰控股全资
子公司与亚博科技控股间接全资控
股公司各占50%股份。

顺丰控股的合作方亚博科技
控股被认为是“中国体育彩票市场
最大的专业服务供货商以及中国
最大的体育彩票终端机及系统供
货商”。亚博科技控股在 4 月 26 日
披露的公告中称，其通过顺丰彩与
国家体彩中心的合作，可充分利用
顺丰渠道的资源提高体育彩票的
销量，增加其收入。

丰彩主题即开票将在设计、研
发中融入顺丰快递元素，“本公司将
为此提供丰彩主题即开票的物流配
送、票务保管及兑奖管理等服务”，

顺丰控股在公告中表示。
顺丰控股认为，丰彩主题即开

票是全国首款能够将物流网络与
彩票业务全面渗透和结合的产品。
另外，“顺丰彩将通过顺丰渠道提
供代理销售丰彩主题即开票的相
关服务。”

易观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资深
分析师李子川对《每日经济新闻》记
者表示，“从销售流程上说，其实和
以前的代销没什么区别。但在场景
应用上，利用物流的场景来销售彩
票是个创新。”

与阿里系合谋线上“蛋糕”？

在披露进军彩票业务的同时，
顺丰控股2017年一季报同时出炉。
数据显示，顺丰控股期内实现营收
154.71亿元，同比增长25.55%。但毛
利率为 20.1%，相比 2016 年同期的
22.3%，下滑2.2个百分点。

快递行业经多年高速发展，被
普遍认为已进入瓶颈期，龙头企业
纷纷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这一次，
顺丰控股就出人意料地在彩票领域
布局了。

快递业巨头顺丰控股为何跨界
“玩”彩票？下一步是否会在彩票界

深入布局？值得注意的是，亚博科技
控股在 2016 年报中还多次提到对
互联网彩票的憧憬。而自 2015 年

“封禁”互联网彩票，市场对“解禁”
的期望从未停止。

“（彩票）线上代销的渗透率
（在被封前）还不是太高。但根据网
民的消费情况，如果解禁，销量将
大幅增长。”李子川向《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表示，已有不少集团类公
司和投资机构关注该领域并抢占
先机，而顺丰控股或许正是看到了
这一增长空间。

“2016 年，中国全年彩票销量
创下新高，录得约人民币 3950 亿
元。”亚博科技控股在公告中列举
数据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彩票
市场之一，而与顺丰彩合作的四省
体彩中心的体育彩票销售额约为
人民币 455 亿元，占中国体育彩票
市场约24%。

中国彩票业的想象空间远不止
于此。虽然财政部等八部委于2015
年上半年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互联
网销售彩票行为，但业内对于解禁
后市场空间的憧憬从未停止。

“如果未来网络代销全部放开
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蛋糕，利润率还

是蛮高的。”李子川认为，作为快递
行业的龙头，顺丰控股显然看到了
彩票业未来的巨大潜力。

顺丰“牵手”阿里旗下彩票平
台，或与阿里彩票的线上售彩能力
有关。中泰证券认为，未来互联网彩
票销售或将开启“牌照时代”。而背
靠阿里巴巴，有巨大流量加持，无论
阿里彩票第几轮拿到牌照，都能在
短时间内占领市场。

亚博科技控股也在其 2016 年
年报中表达了对“解禁”的信心和期
待。“本集团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有
关政府批准通过在线及手机渠道销
售彩票的政策发展。我们相信中国
彩票销售的互联网及手机渠道可能
会获批准”，亚博科技控股在年报中
表示，“我们认为本集团已准备就绪
投入该等领域，尤其是本集团如今
已成为阿里巴巴集团及蚂蚁金服集
团的一分子”。

但市场爆发的关键在于何时
解禁互联网售彩。有分析认为，互
联网彩票行业已准备就绪。而李子
川认为，2017 年仍有很大不确定
性，“没定好规则之前，不会重新
再开的。”

（每日经济新闻）

顺丰牵手阿里系跨界“玩”彩票
顺 丰 控 股顺 丰 控 股

（（002352002352.SZ.SZ））44 月月 2727
日公告称日公告称，，其参股公司其参股公司
顺丰彩顺丰彩（（深圳深圳））科技发展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以下简
称顺丰彩称顺丰彩））协助国家体协助国家体
彩中心设计彩中心设计、、研发以顺研发以顺
丰快递元素为主题的纸丰快递元素为主题的纸
质即开型彩票质即开型彩票，，简称简称““丰丰
彩主题即开票彩主题即开票”。”。

顺丰彩的另一股东顺丰彩的另一股东
是港股上市的亚博科技是港股上市的亚博科技
控股控股（（0827908279.HK.HK））的间的间
接全资附属公司接全资附属公司，，而亚而亚
博科技控股已被博科技控股已被““收编收编””
为阿里巴巴集团及蚂蚁为阿里巴巴集团及蚂蚁
金服集团的金服集团的““独家彩票独家彩票
平台平台”。”。

《《每日经济新闻每日经济新闻》》记记
者注意到者注意到，，顺丰控股表顺丰控股表
示示，，公司将为上述即开公司将为上述即开
型彩票提供物流配送型彩票提供物流配送、、
票务保管及兑奖管理等票务保管及兑奖管理等
服务服务。。

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25141件
涉嫌违法违规投诉426件

近日，中国保监会通报了今年
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保监会机关及各保
监局接收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
费投诉25141件，其中涉嫌违法违
规投诉426件，保险合同纠纷投诉
24715件。

值得关注的是，保监会在本次
通报中首次新增了“万张保单投诉
量”和“万人次投诉量”这两项全新
的统计方式，与“亿元保费投诉量”
一起纳入投诉统计，分别表示当期
投诉件总量与保费总量、公司保单
总量以及公司承保人次的比值，更
加客观地反映了保险消费投诉在
保险公司业务中的占比。

据保监会的统计，一季度财
产险公司亿元保费投诉量位居前
五的保险公司有众安在线、恒邦
财险、史带财险、燕赵财险和中煤
财险；万张保单投诉量位居前五
的保险公司有恒邦财险、长江财
险、燕赵财险、安华农险和国元农
险；而人身险公司方面，一季度亿
元保费投诉量位居前五的保险公
司依次为瑞泰人寿、民生人寿、昆
仑健康、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和
新华人寿。

据保监会的统计，今年一季度
保险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投诉共
有426件，涉及财产险公司的有63
件，涉及人身险公司的有 363 件。
财产险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投诉
中，投诉量位居前五的保险公司依
次为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平洋
财险、永诚财险和中华财险；人身
险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投诉中，投
诉量位居前五的保险公司依次为
中国人寿、阳光人寿、平安人寿、泰
康人寿以及太平洋人寿。

此外，保险公司涉及保险合
同纠纷的投诉共有 24715 件。其
中，涉及财产险公司的有 12581
件，涉及人身险公司的有 12134
件。无论是财产险公司还是人身
险公司，排名靠前的均为传统大
型保险公司。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同/步/播/报

中国石油储备
一年猛增近三成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至2016年年中，我国建成9个国家石油
储备基地，利用这些储备库及部分社
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325万吨。而
2015年年中这一数据为2610万吨。在
一年时间内，国家石油储备增加了715
万吨，增速高达27.4%。

金联创石油首席研究员钟健表
示，美国的国家原油储备在7亿桶左
右，商业储备在5亿桶左右，按1吨原
油约7.4桶来换算，美国的国家原油
储备量大约在9400万吨左右。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石油储
备中长期规划》，2020年以前，我国将
陆续建设国家石油储备第二期、第三
期项目，形成相当于100天石油净进口
量的储备总规模，以进一步增强我国
应对石油中断风险的能力。

金联创原油分析师奚佳蕊表示，
在未来几年内，国际油价还会有进一
步升高的空间，因此应充分利用近两
年还不算太高的油价，进一步扩充我
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同时积极发展民
营企业的储备力量，将我国的石油安
全再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带火短途个性游
全国游客三天花了791亿

三天小长假能干些什么？“五一”
大数据给你答案：周边游、短途游、个
性游越来越火。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
算，全国共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同比
增长 14.4%，实现旅游总收入 791 亿
元，同比增长 16.2%。一组组亮丽数
字，展示了假日旅游旺盛的消费潜力，
反映了中国旅游发展的强劲势头。

同程旅游调查数据显示，在三天
小长假里，明确表示将选择周边游（居
住地 300 公里范围内）的受访者占比
47.07%，选择国内长线游（居住地300
公里以上）的比例为 33.39%，选择出
境游的比例为19.54%，总体上国内游
占比超过八成。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同
程旅游调查数据显示，国内周边游是
最受欢迎的出游类型，占比近半数，符
合“长假长线游，短假周边游”的旅游
消费规律。而在各色短途游中，涵盖骑
行、徒步、民宿等基本要素的个性化出
游成为一大突出特点。

而从携程旅游提供的数据来看，
三亚、北京、广州、上海、厦门、珠海、成
都、西安、重庆、丽江等城市是游客国
内游选择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前往广
州自由行的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0%以上。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