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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高企 疾驰的信用保证险“后遗症”爆发

北京商报2020.4.21

中信银行发布第12期“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AMI）”
较上期回落2.5个百分点

朝阳区消费者协会线上调解，解决消费者难题

中信银行近日发布第12期“资管经

理人景气指数（AMI）”。该指数AMI以

50%作为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的分界

点，AMI高于50%时，反映银行资管行业

景气度较高；低于50%，则反映银行资管

行业景气度较差。第12期综合指数AMI

为50，较上期回落2.5个百分点，与上期相

比景气度有较大下降，但尚未跌入荣枯

线之下。

影响2020年一季度AMI综合指数的

因素，一是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对世界各

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投资、消费与

进出口数据均大幅回落，2020年经济增

速将受到较大承压，投资者的市场信心

低迷；二是受疫情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影响，美国金融市场引发流动性危机，进

而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各大

主要资产价格均大幅下挫，投资者情绪

受损，风险偏好大幅回落；三是得益于中

国较早、较快地控制住了疫情，中央积极

采取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

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开展逆周期调节，投

资者情绪有一定修复，AMI并未回落至

50以下。

三大区域的AMI在第12期均出现回

落。东部区域AMI具有一定韧性，为

51.5，仅较上一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仍

在荣枯线之上。湖北所在的中部区域受

本次疫情冲击最严重，其AMI为45.9，较

上一期大幅下降7.6个百分点。西部区域

的AMI为48.1，较上一期大幅下降6.3个

百分点。中西地区一季度受到疫情等因

素的冲击较大，AMI跌落至荣枯线之下。

在三大扩散指数中，第12期市场条

件AMI为64.3，较上期回升8个百分点。

其中受益于国家加大逆周期调节，资管

环境趋于宽松，行业环境AMI回升至

74.1；受疫情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影响，

市场信心AMI回落至49.1，落至荣枯线

之下；在合理充裕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产

品成本继续回落，产品成本AMI升至

69.8，较上一期上升8.8个百分点。

客户需求AMI为46.2，较上期回落

10.9个百分点。其所涵盖的三项指标中，

客户数量AMI为50.5，较上一期大幅回

落10%；产品发行AMI为42.5，较上期明

显回落11.3%；产品创新AMI为57.1，较

上期明显回落11.3%。与2019年四季度相

比，2020年一季度三项指标均显著回落，

说明客户在全球金融的暴跌下对市场较

为悲观，投资需求萎缩。

投资管理AMI录得42.2，较上期回

落4个百分点，继上期之后继续回落，主

要受一季度利率中枢下行，新增资产收

益率下降至31.1，并持续多期处于低位。

中收完成AMI下降至41.5，配置速度A-

MI下降至41.5，三项指标均落于荣枯线

之下。员工数量AMI虽小幅回落至54.7，

但依然高于荣枯线，在银行资管积极转

型的背景下，各家银行积极开展人才储

备有关。

2020年一季度AMI虽较上期有所下

跌，但仍在荣枯线之上，表明新冠疫情等

黑天鹅事件虽然对我国银行资管行业造

成了一定的冲击，但银行资管转型步伐

坚定、前景光明，银行资管经理人对未来

发展有较强信心。

AMI指数由中信银行资管中心研

发，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

范围限定在理财业务规模排名前150的

银行，按季度在“中信银行资管”微信公

众号（微信号：zhongxinziguan）发布。

作为财险公司近年来发力转型的主要业务之一，信用保证保险的发展可谓十分迅速。然而，该业务疾驰前进的同时，“后遗症”也逐步出现：前有中小型险

企“折戟”受罚，后有上市险企自曝承保亏损加剧。近日，一纸罚单揭开了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踩雷”信保业务的后续，更是将信用保证保险推上风口浪尖。

市场人士不禁担忧，在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信用风险更加突出，“踩雷”几率随之加大。对承保公司而言，一旦“触雷”，轻则公司声誉受到影

响，对出借人照价赔偿；重则收到监管罚单，新业务开展受限。缘何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信用保证保险跌落“神坛”，财险公司应如何防患于未然？在疫情蔓延

的当下，今年信用保证保险业务又将走向何方？

多家险企“折戟”
罚单赔款两面夹击

4月16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险”）自曝收到监管

罚单。同日，银保监会也就中华财险上海分

公司在开展信用保证保险业务中存在的三

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通报。

相关内容显示，中华财险上海分公司

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条款、

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

售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针对上述问题，

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开出了“百万罚单”，

除对该分公司采取了罚款80万元、停止接

受信用保证保险新业务两年的处罚外，相

关责任人罗文和李峰也分别被警告并处

罚款20万元。

据了解，信用保证保险是一类由保险

公司为债务人提供信用担保的保险，主

要分为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其功能为

保障出借人资金的安全，主要流程是把

债务人的保证责任转移给保险公司，当

债务人不能履行其义务时，由保险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通报及公司方面的后续回复并未

明确相关网贷中介机构的名称，但有业内

人士指出，或与此前“厚本金融案件”有关。

据了解，2019年8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

构厚本金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立案侦查。而在此前厚本金融的官网上，

多处显示与中华财险战略合作。根据相关

担保条例，厚本金融涉案后，中华财险就成

为出借人追讨损失的对象。从最新进展看，

中华财险回复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针对厚

本金融的相关情况，公司已基本完成赔付，

工作开展情况持续报告监管机构。

事实上，中华财险并非首家“踩雷”信

用保证保险业务的财险公司。长安责任险

也曾踩雷P2P履约保证保险，并在

2017-2018年期间连续多个季度出现净利

润亏损、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的情况。而在

保证保险赔付方面，更是累计超过20亿元。

对此，银保监会先后两次对长安责任险采

取监管措施，包括停止接受部分新业务、停

止增设分支机构、高管限薪、强制增资扩股

等，直至2019年11月才正式解除。

更早之前，浙商财险也曾因保证保险

业务踩雷“侨兴债”，分期赔款逾10亿元，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一度跌破监管红线，后

续在股东的增资支持下才获解围。

昔日非车“老大”
今陷高增长高赔付怪圈

随着近年来车险业务增速的逐步放

缓，财险公司也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在

这一背景下，通过为企业增信，保障出借人

权利的信用保证保险业务发展突飞猛进，

短短几年内业务规模迅速增长，一度跃居

非车险榜首。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信用保险和保

证保险的原保险保费收入累计1043.6亿

元，同比增长17.49%，为财险公司非车险

业务中原保险保费收入规模最大的险种。

就具体公司而言，各家上市险企刚刚

披露的“2019年成绩单”也显示出信用保

证保险业务的增速之快。其中，财险“老大

哥”人保财险的信用保证保险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96.7%，太保财险的保证保险收入

增速高达60%，平安财险的保证保险也小

幅提升5.1%。

然而，增速较快的同时，三家险企在相

关业务的综合成本率也迅速提升。例如，人

保财险在信用保证保险的综合成本率由

2018年的96.9%提升至2019年的121.7%，

增长了24.8个百分点，承保利润亏损28.84

亿元。太保财险和平安财险的保证保险综

合成本率也由此前的84.2%和88.6%，提升

至95.5%和93.6%。另外，人保财险在2019

年年报中提及“受保险业务结构调整影响，

信用保证险赔付率有所上升”。平安财险也

表示，2018年的存量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赔付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商报记者近日获

得的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信用保证保险业

务同样难言乐观。今年前2月，信用保险和

保证保险承保利润均亏损超20亿元，分别

为-25.08亿元和-22.13亿元，成为财险11

项主要险种中，“唯二”的承保利润率为负

的险种，信用保险更是低至-173.48%。

频频“踩雷”背后
“内功”不足“外功”失利

在业内人士看来，信用保证保险无论

是“踩雷”风险事件，还是综合成本率迅速

提升，都是由市场环境因素和保险公司自

身因素共同构成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

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认为，信用保证保险

承保的是信用风险，涉及到融资、消费信

贷、网贷等，而信用风险与经济环境有关。

若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相关企业的偿债能

力不足，最后风险就会传导至保险公司，使

得目前部分公司在相关业务上“触雷”。

人保财险副总裁沈东也曾在2019年

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信用保证险亏损主

要是赔付率上升幅度较大，费用率相对较

高，主要受社会信用风险的上行影响，导致

赔付的快速增长。

而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朱俊生指

出，开展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

应具备较强的风控能力。如果这一能力不

足，无法很好地管理信用风险，那么在风险

事件爆发后，也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赔付。

北京某财险公司内部人士也坦言，目

前部分保险公司对开展信用保证保险业务

的模式和定位仍不清晰。如果单纯把该业

务做成快速赚钱的工具，很容易就导致赔

付率飙升或由盈转亏的结果。据该内部人

士透露，市场上多数保险公司开展的信用

保证保险业务均为“通道”业务，有意回避

风险或避而不谈风控能力建设等。

“所谓‘通道’业务即保险公司仅进行

名义兜底，约定明确的赔付上限（一般不超

过总保费的100%），亦或资产端助贷平台

跟放贷机构另外签订抽屉协议，进行反兜

底。由此可以看出保险公司只不过是满足

银行等放贷机构的合规要求，不承担任何

实质信用风险。”上述内部人士如是说。

那么，保险公司应如何防范类似事件

的再次发生呢？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指出，保险公司

在经营保证保险业务时，应关注各行业和

单个个体的信用风险，也包括相关性和集

中度风险。同时，需要提升自身对所承保标

的信用风险的判断能力，要穿透到底层；谨

慎选择合作方，了解产业链；关注经济金融

周期因素，适当保守。另外，服务小微企业

和低收入群体时也要关注风险，与其他优

质机构合作。

前述财险公司内部人士也表示，信用

保证保险业务来源于信贷业务，因此应主

要关注4个方面的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即监

管规定的不确定性；市场风险，即整个宏观

经济的下行趋势；资产服务平台的存续能

力、财务现金流情况、风险控制能力等，以

及保险公司的自身风险审核能力。

信用风险提升
料规模增速或趋缓

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多数企业日常运

营的压力随之提升，信用风险也同步加大。

今年信用保证保险业务又将走向何方？

沪上一位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受疫情

影响，短期信用风险快速上升，直接表现为

受冲击严重的企业经营现金流急剧恶化。

例如，近期华信、海航等公司信用风险暴

露，也直接使得部分债券出现违约。

对2020年信用保证保险业务，某财险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信保业务

开展过程中成功接入了人行征信，通过借

款人征信数据和外部第三方数据完善风险

识别能力。同时，建立了“黑名单”制度，将

具有欺诈风险和逾期违约的借款人列入名

单中，拒绝给予保险服务。此外，公司对资

产服务方（即助贷平台）以及资产筛选较为

严格，考察因素包括成立年限、资产规模、

风控能力、资产近一年数据表现、逾期率

等。考虑到现阶段国家政策、监管规定、宏

观基本面以及疫情等因素，在确保风险可

控的基础上，会审慎开展信保业务。

中再集团董事长袁临江也在2019年

业绩发布会上坦言，2020年在投资端影响

比较大，资本市场受到剧大波动，包括境

内、境外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信用类产品包

括小额信贷保险产品会产生一定影响，接

下来将会加大排查力度。

而在朱俊生看来，受疫情影响，2020

年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需求量或将比以往

更大，但同时，企业现金流断裂的风险加

大，信用风险事件也恐增加，使得信用保证

保险的风控更加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各家

公司或将充分关注信用保证保险业务存在

的风险，业务规模增速也有望趋缓。“对于

风控能力不足的公司，还是建议审慎地开

展相关业务。”朱俊生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刘宇阳

疫情来临，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

健康带来威胁，同时也给消费者生活带来诸

多不便。疫情暴发后，面对大量的旅游退改、

年夜饭退订、在线自学考试退费等投诉，朝

阳区消协系统和人民调解员及时处理消费

纠纷，按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牵头开

展“接诉即办”工作点对点的临时督导；在疫

情期间，朝阳消协系统及人民调解员处理了

大量的投诉，从初七到3月28日，仅朝阳消协

投诉部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就直接受理并处

理投诉4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0余

万元。

□ 跨省投诉留学中介
2月14日临近下班时，宁夏银川市刘姓

女士打来电话，反映朝阳区一出国留学中介

未按照合同约定为其女提供“意大利音乐预

科课程辅导服务”中的“境外声乐专业课”，

而且不全额退费，其后又拒绝再与消费者沟

通，遂打投诉电话请求调解组织予以解决。

双方协议中规定：中介方提供在意大利

的语言课和音乐专业课的两部分入学前的

预科课程辅导服务，费用为10500欧元，语

言课和专业课分别为5500和5000欧元。协

议中规定专业课共100课时，但因意大利学

校方面生源不足，没能开班。但在退费时，中

介方以已向意大利老师支付了定金为由，只

退4000欧元，致使消费者损失了1000欧元。

在双方几次沟通退费数额不能达成一致的

情况下，中介方代理人则不再接听消费者的

电话，也不再回复消费者的微信信息。

□ 线上调解化解纠纷
接此投诉后，朝阳区消费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先后与消费者、留学中介代理人和法

务人员分别建立了微信联系方式。指导消费

者撰写投诉书，向其要了双方的协议书、缴

费凭证等材料的照片，了解矛盾产生和处理

的过程；其后，又向其宣传了消费者的权利

以及如何理性维权，向其发送4000余字，尤

其是在消费者提出超出法律规定的不合理

要求时，公示耐心、细致讲解《合同法》《消

法》等有关损失赔偿的规定，促使其理性维

权、依法维权。

朝阳区消协调解人员通过传送法律法

规并讲解，逐步使经营者认识到自身存在的

问题并依法承担了法律责任；指导消费者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消费者提出不合法

诉求时，向其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促使其理

性维权。在通过40余天的非接触调解后，双

方于2020年3月26日达成了和解协议。

□ 非接触签署、传递《投诉调解协议书》
达成调解意向后，如何签署《投诉调解协

议书》则成了一大难题。朝阳区消协采取了以

下方法：先将达成一致意见的《投诉调解协议

书》分别发给消费者和经营者，在双方确认

后，再将一式三份盖好消费者协会公章的邮

寄给消费者，消费者签字后寄给经营者，经营

者盖章后再分别寄送消费者和区消协，最终

完成《投诉调解协议书》的签署和传递。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2月

127.69亿元

843.65亿元

199.95亿元

235.23亿元

19.28亿元

139.7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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