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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行针对反洗钱的监管风暴
刚升级之际，保险业吃下了今年以
来的第20张罚单。7月29日下午，中
国人寿发布公告，公示近日公司收
到央行罚单，因反洗钱工作不到位
被罚7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
来央行对险企开出的反洗钱相关的
罚单已至少达20张，涉及13家险企，
罚金550.99万元。其中，中国人寿是
寿险机构里领到罚单最多的机构。

反洗钱不到位
中国人寿被处罚70万

央行反洗钱监管风暴升级，中国人寿成寿险机构中领到罚单最多机构

今年，的确是我国历史以
来监管最严的一年，我们可以
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在完善金融
监管上的努力。2018年刚过半
年，不仅处罚文件数已超1400
份，受惩罚的对象也创新高，被
惩罚个人为909次，机构为502
次。共罚没金额为65.16亿元，
其中，机构罚没58.97亿元，占
比90.5%，对个人罚没6.19亿
元，占比9.5%。

比起罚款金额来说，
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

但笔者认为，罚款只是完
善监管的第一步，而且，当前罚
款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惩罚意
义就在于提高违法成本，如果
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成本难以覆
盖由此所获得的收益，根本达
不到惩罚的目的。比如常山药
业违规披露之后大股东减持，
结果只能定格罚款60万。

如果我们的罚款金额阶梯
不随着现实情况和获利水平而
进行适当的浮动与改变，那么，
势必会出现惩罚与获利之间的
差额越来越大，那么基于逐利性
的动机，会有更多的人会选择挑
战法律的权威，而去获得超过违
法成本的收益。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比
起罚款金额来说，制度的完善
更为重要。我国A股监管制度
来看，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法律定位不清。我国
金融业出现过很多违法违规行
为，证监会也都采取了一定的
监管措施，但是，作为公权力后
盾的此类监管措施，往往存在
着模糊不清的现象。例如，我们
的监管措施有很多存在着建议
性，报告性的因素，“建议暂停
或免除职务”、“披露财务报
告”、“责令进行业务学习”等，
这些略显“温柔”的用词是从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包容，
定位不清导致强制性缺乏，已
经影响到了制度的权威。

其次，是行政程序的缺失。
我国为金融市场颁布了很多制
度文件，《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
理措施实施办法》、《期货交易
管理条例》等等，规定了各种情
况下的大量监管措施，但是，对
于监管措施的实施程序没有进
行更为细致的描述，例如：在

《证券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中，
关于监管措施实施程序有26个
条文，但是，都没有说明改正事
项具体事宜，以及相关强制措

施的执行时限和详细要求。这
就使得监管机构难以有法可依，
虽然对他们灵活性执法有一定
的帮助，可是也滋生了一定的贪
污腐败现象，让很多违法违规分
子找到了制度的空子。

最后，司法制度的乏力。由
于金融业的强社会关联性和高
风险性，再加上相关法律法规
的概括性，建议性的文字过多，
导致司法部门和执法机构在践
行制度的时候瞻前顾后，畏手
畏脚。很多司法机构由于要维
护社会整体稳定，保证经济发
展速度等等，需要仔细思考和
权衡未来的后果和影响，严重影
响了司法的公信力。正是因为司
法权力和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以
及社会责任边界不够清晰，太多
利益纠缠在一起，导致司法真正
在现实面前，略显乏力。

保护投资者利益，是
证券市场完善的重要标志

同时，在完善制度，加大惩
罚力度的同时，还要给予投资
者更多的保护。根据发达国家
的证券监管经验，他们都是将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国股市存在着一个“重融资，
轻回报”的现象，这使得上市公
司和相关部门都过于关注融资
目标的完成和融资程序的合
规，而对于后续的回报机制关
注度不够，这就使得投资者变
成了一个弱势群体。

由于公司主体违规违法，所
导致的利益损失不应有投资者
买单，应当维护投资者的质询，
诉讼等事项的权利，建立更为全
面系统的投资者补偿机制。可以
参考平安银行、证监会系统等成
立投资者先行赔付基金，切实保
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长生生物
10个跌停也说明，我们监管者要
从制度上更多思考如何保护投
资者利益，这才是证券市场完
善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从
2016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证
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部分
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可以
看到，健全投资者赔偿制度，一
直是我国相关部门努力的方向。

加大惩罚力度只是健全我
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第一步，完
善相关制度，更好的保障投资
者的权益才是更为核心的任
务。（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中国人寿被罚70万

7月29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公告显示，于近日收到《中国
人民银行行政处罚决定书》（银反洗
罚决字〔2018〕第5号）。中国人民银行
认定，中国人寿于2015年7月1日至
2016年6月30日期间，未按照规定保
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以及未
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
交易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洗钱法》，中国人寿被合计处以人民
币70万元罚款。

中国人寿表示，高度重视上述行
政处罚所指出的问题，在接受中国人
民银行现场检查期间即立查立改、边
查边改。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完善反
洗钱制度，建立了新一代反洗钱系
统，细化了客户身份识别、交易记录
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工
作流程。

此外，央行的上述行政处罚对中
国人寿的业务经营及财务状况并无
重大影响，中国人寿表示，今后将持

续完善风险控制制度，切实做好反洗
钱工作。

反洗钱工作不到位
国寿三大原因受罚

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中国人
寿被央行开出《处罚决定书》，其受罚
原因比较典型，业内不少公司也存在
类似的三大问题，分别是未按规定履
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保存
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以及未按
规定开展可疑交易报告报送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根据2007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
法》，中国人寿是国内保险业反洗钱
工作试点公司之一，在原保监会和央
行的指导下，率先开展了反洗钱工
作。作为反洗钱工作试点险企，中国
人寿曾因及时、完善的反洗钱组织机
构、工作制度，以及专门开发的反洗
钱信息报送系统，曾受到原保监会的
高度赞扬，其经验也为保险机构开展
反洗钱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然而随着反洗钱工作力度的加

大，该险企在这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逐渐暴露。从中国人寿此次发布
的公告内容看，直至2016年上半年，
央行认为中国人寿未按照规定保存
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以及未
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
交易报告。

今年来至少13家险企受罚

事实上，据成都商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今年以来央行及央行在北京、
重庆、南京、太原、西安、南昌、福州、
郑州、济南、乌鲁木齐十个分支机构
（营业管理部、分行或中心支行）对险
企反洗钱不到位的罚单就不少于20
张，涉及13家险企，罚金550.99万元。

其中，人保财险及其山西5个市
级分公司收到了罚单，罚单数量共计
6张，成为因此受罚次数最多的险企。
中国人寿次之，收到3张罚单。从受罚
金额看，太平财险泉州中心支公司收
到了罚金总额102万元的罚单，成为
单次受罚金额最多的险企。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最后100米”一直是末端派送的
困难所在，智能快递柜的出现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快递配送最后100米的难
题。但同时，快递柜存在使用率不高
以及单一的揽取件业务问题，使得其
盈利能力也颇受业内质疑。

近来，丰巢推出的“朕要上巢”业
务引起了不少市民的注意，有市民花
上万元在各个小区的丰巢上送祝福、
为明星打call，使得“沉默”智能快递
柜有了些热度与流量。便利与问题同
在的快递柜能否借力更多的商业模
式解决行业痛点？对此，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了多名业内人士。

“送祝福”、“爱明星”占比最高
成都上巢率达40%

“寄快递”、“暂存物品”、“朕要上
巢”，记者在“丰巢智能柜”官方微信
了解到，在过去单一的“取件”功能
上，丰巢开通了更多的附加产品。

其中，“上巢”于2017年推出，主
要针对人群为粉丝群体，丰巢相关负
责人在回复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巢”
也用于表白、寻找猫狗、公益等途径。

在“朕要上巢”界面上，记者看到
有“送祝福”、“想表白”、“爱明星”、

“上弹幕”等选择，选择所需的类目
后，点击上传照片，选择要发布的丰
巢柜及发布时间，通过审核后就可以

在快递柜的屏幕上发布相关内容，价
格为1元/台/天。

结合文娱产业瞄准粉丝经济
蔡徐坤粉丝日均应援台数10万+

“白敬亭出道四周年快乐”，通过
上巢里的“众筹应援”记者看到，由20
个不同主体发起了关于白敬亭出道
日快乐的众筹项目，众筹目标从1台丰
巢柜LED屏保～1000台丰巢柜LED屏
保的数量不等。另外，记者从丰巢了解
到，近期关于蔡徐坤粉丝应援项目，
一天的量就达到了10万余台。

丰巢表示，上巢结合了文娱产业
及粉丝经济的产业趋势，在媒体产品
的形式上做了创新。一名从事快递行
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快递柜仅是收发快件功能的情况
下，每天存放的快件量有限、使用频率
低，加上快递柜投放快件普遍是0.3元
~0.6元，每天能产生的收益有限，投放
厂商成本回收缓慢，目前快递柜增加
的购物、打赏等功能，都是在扩展其功
能、提升使用率，加快成本回收速度”。

快递柜盈利困难
发展多重商业模式有助于“回粉”

目前国内快递柜行业的格局是，
速递易、丰巢占据70%以上的市场份

额，收件宝、云柜等占据很小一部分
市场。

据速途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智
能快递柜市场分析和发展报告》数据
显示，截至2017年，中邮速递易业务
数量为8.4万组，丰巢快递柜规模将
达到了9万组。

物流快递资讯网首席分析师徐
勇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快递业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快
递柜数量达24万组，已经超过了日本
等国家，但快递柜仍面临着成本大，
经营困难的问题。

据悉，包括机器和场地，单个快
递柜的铺设费用在5万左右。目前智
能快递柜盈利模式来自每单向快递
员收取几毛钱，用户超时取件和寄
件的费用，以及广告的收入，但这些
收入与成本相比微乎其微，显然不
能满足盈利，制约了智能快递柜的
发展。同时，末端取件慢，导致部分
快递柜流转率较低，以及近年来兴
起的驿站等带来的竞争也成为快递
柜发展的阻碍。

物流快递资讯网首席分析师徐
勇告诉记者，“快递柜的基本职能仍
是投取件，只有快递柜流转快件的
量上去了，快递柜的困境才有望解
决，随着我国快递的发展，这是迟
早的事”。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罚款或只是
严监管第一步

□ 盘和林

【截至2018年7月25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
2018年累计发布了1429份处罚文件，而且，今年还出
现了史上最大罚单，北八道集团有限公司因为操纵市场
行为共被罚没56亿元。】

一元上广告
智能快递柜期望用社区媒体留住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