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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央行近日会同互
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召开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下一阶段
工作部署动员会，称再用1年到
2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部署稳妥有序加速
存量违法违规机构和业务活动
退出。

去年12月，监管层下发《关
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
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的
要求，要求各地应在2018年 4
月底之前完成辖内主要P2P机
构的备案登记工作、6月底之前
全部完成。不过今年4月起，频
频传出备案将延期的消息，让
一些早早准备在规定时间合规
备案的网贷平台备受煎熬，就
在距离原定备案的2018年6月
30日临近的敏感期，网贷行业
又出现一波爆雷潮，让整个网
贷行业陷入风声鹤唳不安期。

央行会议表示，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互联网金融总体风险水平
显著下降，监管制度机制逐步
完善，行业无序发展、生态恶化
的局面有所改善。但同时也指
出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防范化
解任务仍然艰巨，适应互联网
金融特点的监管体制机制有待
进一步完善。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央确定的
三大攻坚战之首，互联网金融风
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按照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总体安排，再用1到2年时间完
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化
解存量风险，消除风险隐患，同
时初步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
点的监管制度体系。

“公告中两次强调了要建立
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监管体系
（体制），这表明监管方会更加深
入的研究互联网金融的特点，进
行监管上的创新。”网贷之家研究
院于百程表示，此次央行公告非
常及时，对稳定网贷行业信心有
明显作用。

银保监会发布《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管理制度将全面完善

10日，2018新华-波罗的
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在上
海发布，上海排名升至第四。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
中心发展指数主要从港口条件、
航运服务和综合环境三个维度
分析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发展的
内在规律，全面衡量并真实反映
一定时期内国际航运中心港口
城市的综合实力。

指数结果显示，2018年全
球综合实力前十位国际航运中
心分别为新加坡、香港、伦敦、上
海、迪拜、鹿特丹、汉堡、纽约、东
京、釜山。前十大航运中心中有
6个位于亚洲，3个位于欧洲，1
个位于美洲，亚洲航运中心上升
趋势愈加明显。

上海凭借快速发展的现代

航运集疏运体系和航运服务体
系，以及区域航运协同发展效
应，排名跃升至第四位。根据近
期发布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
2020）》，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
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
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
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
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
运中心。

2014年，新华社中国经济
信息社联合波罗的海交易所首
次向全球推出了新华-波罗的海
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5年
来，该指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已成为评价各大航运中心发展
状况的重要指标。

据新华社电

独立董事制度是推动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促进有效制衡、
科学决策的重要制度。为强化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近日银保监会发布
《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同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负责保险机构独立
董事人才库建设，使之成为独立董事人才资源、履职评价、信息公开、履职监
督管理的平台。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健全了监督和问责机制
据悉，《保险机构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是对2007年发布的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
法》的一次全面修订。针对保险
机构独立董事独立性不足、勤勉
尽职不到位、专业能力欠缺，以
及履职配套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的问题，《办法》通过建立健全独
立董事制度运行机制，明确主体
责任，规范主体行为，强化监管
约束等制度安排，进一步改善独
立董事履职的内外部环境，促进
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充
分发挥作用。

《办法》主要从5个方面对
原暂行办法做了修订：完善了制
度的适用范围及独立董事设置
要求，优化了独立董事的提名及
任免机制，明确了独立董事的权
利义务及履职保障，建立了独立
董事履职评价和信息公开机制，
健全了对独立董事及相关主体
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办法》细化独立董事设置
人数与比例，要求董事会独立董
事人数至少为3名，并且不低于
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对存
在持股50%以上控股股东的保
险机构，独董占比应达到1/2以
上；此类公司如董事会换届前连

续2年公司治理评价为优秀，可
以在换届时保持1/3比例，不能
连续两年保持优秀的，应在换届
时提高至1/2以上。

在提名环节，为减少大股东
对独立董事提名的控制，《办法》
规定持有保险机构1/3以上出
资额或股份的股东及其关联股
东、一致行动人不得提名独立董
事。

同时，还进一步完善了独立
董事的职权，规定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投弃权或反对票，或认为
发表意见存在障碍的，有向监管
机构报告的权利。明确了在保
险机构出现公司治理机制重大
缺陷或公司治理机制失灵时，独
立董事应当及时向监管机构报
告。

建立独立董事履职评价机制
另外，将建立了独立董事履

职评价机制，要求保险机构建立
独立董事履职年度评价机制，通
过评价结果分级制度，督促独立
董事改进履职情况。在独立董
事津贴方面，鼓励保险机构根据
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建立必要的
津贴分级发放规则。建立监管
评价机制，监管机构将结合独立
董事尽职报告、独立董事向监管
机构提交的报告，以及日常监管

掌握情况，对独立董事履职进行
年度评价。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保险机构独立董事人才库
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建设。目
前，人才库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
成，正在进行系统调试。正式上
线后的独立董事人才库将成为
独立董事人才资源平台、履职评
价平台、信息公开平台、履职监
督管理平台。社会公众可以在
人才库实现对保险机构独立董
事基本信息、履职信息、履职评
价的查询。保险机构可以在人
才库选择独立董事候选人，填写
在任独立董事履职信息，进行履
职评价。监管机构能够实现在
任独立董事查询、筛选、统计分
析，查看履职情况，进行监管评
价。系统正式上线后，保险机构
在任独立董事将全部纳入人才
库管理，其他符合条件的专业人
士也可以申请加入人才库。

银保监会还为险企独董调
整划定了时间期限，规定保险机
构在2019年底前将独立董事人
数和比例调整到位。银保监会
要求，对于存在持股50%以上控
股股东的保险机构，应当严格对
照该办法规定及前两年保险机
构公司治理评价结果，调整董事
会人员构成及独立董事人数。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
布的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数据显示，CPI环比
下降 0.1%，同比上涨 1.9%；P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4.7%。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绳国庆指出，6月份CPI、PPI同
比涨幅有所扩大。

绳国庆分析，时令瓜果和蔬
菜大量上市，鲜果和鲜菜价格分
别下降 6.7%和 1.8%，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16 个百分点，是
CPI环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同比看，CPI同比涨幅略
有扩大，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
品价格上涨0.3%，影响CPI上涨
约0.05个百分点。其中，鸡蛋和
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17.1%和
9.3%，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27
个百分点；牛肉、羊肉和禽肉价
格 分 别 上 涨 3.1% 、13.1% 和
6.7%，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14
个百分点；猪肉和鲜果价格分别
下降 12.8%和 5.3%，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42 个百分点。非
食品价格上涨2.2%，影响CPI上
涨约1.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
保健类价格上涨5.0%，教育服务
类价格上涨2.7%，交通和通信类

价格上涨2.4%，居住类价格上涨
2.3%。据测算，在6月份1.9%的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
尾影响约为1.5个百分点，新涨
价影响约为0.4个百分点。

PPI方面，6月份PPI同比上
涨4.7%，涨幅较上月扩大0.6个
百分点，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数据显示，6月份，在主要行
业中，涨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合计影响PPI
同比涨幅扩大约0.49个百分点。

6月CPI、PPI同比涨幅扩大

央行部署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再用1到2年时间完成整治

“新华-波罗的海”指数发布

上海位列全球航运中心第四

工信部就手机“黑卡”
开展调查处理

记者10日从工信部获悉，
工信部就手机“黑卡”开展调查，
发现三五互联、中麦控股等个别
移动通信转售试点企业（虚拟运
营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落实电
话用户实名登记管理要求，部分
不法分子利用各种途径收集已
经办理了入网实名登记手续的
电话卡，通过路边摊贩或电商平
台进行二次售卖。

工信部约谈三五互联、中麦
控股两家违规虚拟运营商，要求
两家企业针对实名登记、渠道管

理等方面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整
改到位。工信部对电商平台进
行重点监管提示，加大对平台商
铺违规销售电话卡及相关违法
信息的监测处置力度。

此外，工信部要求三家基础
电信企业加强技术监测和大数
据分析，对异地批量开卡销售、
诈骗高发区域异常售卖等行为
加大监测预警和态势分析，对疑
似诈骗号码及时通报公安机关
依法处置。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