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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险中介机构营造改革创新的监管环境

保险经纪和公估人监管新规出台
为进一步规范保险中介市场秩序，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
进保险业健康发展，中国保监会正式印发《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和《保
险公估人监管规定》，
规定将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关注

理财产品春节“不放假”
春节期间可以投资三类理财产品
青年报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春节即将来临，
虽然春
节期间不工作，
但投资者仍然可以通
过理财产品让钱继续给自己赚钱。
目前，
市场上主要有三类理财产品可
以作为春节期间短期理财的标的。
第一类是银行理财产品，
随着去
杠杆进程的推进，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率也在今年保持着较好的收益率。
上周，283 家银行共发行了 1781 款
银行理财产品，
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
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88%，
较上
期增加 0.03 个百分点。
第二类，是货币及短期理财基
金，这类基金既能保持较好的收益
率，
还能提供随时提取的流动性目前

新规加强了对法人经营合规性和稳定性的考察。

完善市场准入退出
《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实现了
从
“主要管机构”
到
“重点管业务”
的
转变，
将进一步规范保险经纪业务，
防范风险，
维护投保人、
被保险人、
受
益人合法权益。针对近年来特别是
2014 年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以来
市场出现的新情况以及监管面临的
新环境，
对保险经纪人市场准入、
经
营规则、
市场退出、
行业自律、
监督检
查、
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更加全面
和详细的规定。
《规定》有四个方面突出特点：
一
是完善市场准入退出。实施分类管
理，
调整优化
“保险经纪业务许可”
流
程，强化对保险经纪公司股东的审
查，
并对股东出资来源、
注册资本托
管、
法人治理和内控、
信息系统等提
出明确要求，
规范了经纪机构高管人
员任职要求。从自 愿 退 出 、强 制 退
出、许可证延续等方面完善了市场
退出制度。二是对已取消许可的事
项进行有效管理。规定分支机构经
营保险经纪业务的条件，加强了对
法人经营合规性和稳定性的考察。
强化法人的管控责任，要求其对有
风险隐患的分支机构采取整改、停
业、撤销等措施。细化经纪机构的
报告流程和监管要求。确立执业登
记管理制度，细化对从业人员的品
行、专业能力要求。三是促进专业
化和规范化经营。允许经营全部保
险经纪业务，也可以专门从事再保
险经纪业务。明确再保险经纪业务
经营规则。要求按照保监会的规定
开展互联网保险经纪业务。明确销
售非保险金融产品须具备的法定条
件。进一步规范解付保费和收取佣
金行为。支持保险中介行业自律组
织依法开展自律管理。四是加强消
费者权益保护。对向注册地以外派
出从业人员为自然人客户提供服务
的，
要求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明确
保险经纪机构在信息披露、从业禁
止、
信息安全等方面规定，
保护消费
者权益。

将拟诚信
“负面清单”
《保险公估人监管规定》落实《资
产评估法》对于机构设立的形式要
求，
明确保险公估机构应当以公司或

合伙形式设立，
并对股东和合伙人中
公估师比例、
机构中公估师最低数量
提出要求。将保险公估机构划分为
全国性保险公估机构和区域性保险
公估机构。以负面清单形式强化对
保险公估机构股东、
合伙人违法违规
及诚信情况的审查。规定保险公估
人经营保险公估业务，
应当在领取营
业执照后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保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备案，
保险公估人在
备案公告前不得开展保险公估业
务。从保险公估经营实际考虑，
要求
其具备一定金额的营运资金并实行
托管。
对保险公估人及其从业人员的
从业禁止行为作出明确规定，
加大对
出具虚假公估报告的处罚力度。保
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信息安
全。规范公估程序，
要求保险公估人
对其受理的保险公估业务应当指定
至少 2 名保险公估从业人员承办，
保
险公估报告应当由至少 2 名承办该
项业务的从业人员签名并加盖公估
机构印章。完善风险防范流程，
要求
保险公估人根据业务需要建立职业
风险基金或者自愿办理职业责任保
险，
并对职业风险基金缴存比例、
职
业责任保险投保额度等作出细化要
求。
另外，
《保险公估人监管规定》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要求保险中介行业
自律组织依法制定自律规则，
对保险
公估人和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实行自
律管理，
并参照《资产评估法》规定了
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责范围。规定保
险公估人和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自愿
加入保险中介行业自律组织。
中国保监会近日召开了 2018 年
全国保险中介监管工作会议，
会议提
出，
继续推进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业务
合规性检查，
深入开展保险公估机构
业务备案合规性检查、
保险中介互联
网业务检查以及保险中介从业人员
执业登记管理规范性检查。全面深
化保险中介市场改革，
要以《保险经
纪人监管规定》
《保险公估人监管规
定》的出台为契机，
扎实做好政策解
读宣导及贯彻执行。继续推进全国
性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中介云平台等
基础设施平台建设。树立沙盒监管
思维，
为保险中介机构营造改革创新
的监管环境。

不少货币基金可以 T+0 赎回，
还有可
以直接 ATM 机取款，
方便且能获得较
好收益。数据显示，
2 月 9 日 755 只货
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基金（各类型分开
算）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达到 4.24%，
处于一个历史偏高收益率水平。
第三类，
则是 QDII 基金，
此类基
金由于投资的是海外资产，
所以在春
节期间仍有可能产生收益，
但由于波
动较大，适合一些较有经验的投资
者。因近期全球金融市场都有所调
整，
投资者需要格外小心。值得注意
的是，
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
多家基金
公司旗下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宣布
即将闭门谢客，
在最近两天频频发布
暂停申购或者大额申购公告，
节前有
投资意愿的投资者需早作安排。

青年报资料图

基金业协会公布
第 19 批拟失联私募名单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春节前夕，
中国基金业
协会公布了第十九批拟失联私募机
构名单。
这批拟失联私募共计 8 家。其
中，
有三家是基金业协会发现的。据
悉，
基金业协会在处理投诉案件中，
发现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
台系统中预留的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
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无法与上海秦涌
雍鹏投资有限公司、
迪泸（上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泰同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取得联系。
其余五家为各地证监局发现的，
其中，
安徽证监局在风险专项排查工
作中发现安徽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融银长江创业投资管理（马鞍山）
有限公司等 2 家拟失联机构；
北京证
监局根据举报线索发现中经汇金（北
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家拟失
联机构；
河北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

现河北彰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 家拟失联机构；
江西证监局在
日常监管中发现新余中诚互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 家拟失联机构。
据介绍，截至 2018 年 2 月 8 日，
中国基金业协会已将深圳市中鑫富
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326 家机构
列入失联公告名单，
并在协会官方网
站中予以列示。上述 326 家机构中，
有 92 家机构已被注销登记；
有 9 家机
构已自行申请注销登记。
另外，2018 年上海辖区私募基
金现场检查随机抽查工作已经开
启。来自上海证监局最新消息显示，
该局日前举行 2018 年上海辖区私募
基金现场检查随机抽取仪式，
邀请了
2 名私募代表全程参与，
采用电脑随
机抽取程序，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及对
应的检查人员名单。此次随机抽取
共抽取私募机构 40 家，
富善投资、
映
雪投资、
巨杉投资、
上海国富投资、
宝
银创赢投资等老牌知名私募均在列。

聋哑人欲汇款“做慈善”
银行员工“笔谈”
堵骗局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由于不法分子将
“魔爪”
伸向信息交流存在障碍的群体，
近年
来针对聋哑人士等群体的电信诈骗
事件也时有发生。记者昨日从农业
银行获悉，
农行上海黄浦城隍庙支行
的员工通过纸上进行交流，
打开客户
心扉，
成功堵截了一起针对聋哑人士
的电信诈骗事件。
2 月 10 日下午，
客户许女士和佘
先生（均为聋哑人士），
前来农行上海
黄浦城隍庙支行办理电子银行开通
业务。许女士首先在柜员孔康处办
理，
由于沟通不便，
柜员一开始认为
是许女士要开通网银给佘先生转账，
故为其办理。在办理成功后，
佘先生
也要求开通网银，
此举引起了柜员的
警觉，
开始询问客户办理的用途，
但

佘先生只是在纸上写需要办理 K 宝，
询问其办理后的用途便不知所措，
表
述不清。
于是柜员向代班主管俞文冬报
告情况，
代班主管与客户在纸上进行
交流，
告诉客户现如今网络电信诈骗
频发，
如果不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不
要轻易向其转账；
更有甚者，
不法分子
会利用他人银行账户进行洗钱活动，
这是属于违法行为。再次询问转账
原由后，
佘先生拿出手机，
表示他们加
入了一个
“慈善项目”
微信群，
钱是慈
善款。在看了一些群内的聊天记录
后，
代班主管断定这是网络电信诈骗，
并与客户经理高云佳一同向客户解
释。在多次以纸笔形式沟通后，
佘先
生终于放弃了转账，
许女士最终也在
超级柜台注销了电子银行，
并对该行
员工的热心提醒表示赞扬和感谢。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