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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二季度罚单 处罚事由一半指向销售和代理人渠道

124 家险企一个季度领 466 张罚单
近日，普华永道发布的《2021 年二季度保险行业
监管处罚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银保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共开出 466 张监管处罚的罚单，涉及 124 家
保险机构，
罚单总额高达 6096.45 万元。
二季度的罚单中，行政处罚决定主要涉及停止接
受新业务、撤销高管任职资格、罚款及警告、停业整
顿、责令改正 5 类。
在二季度前十大处罚事由中，有一半指向销售和
代理人渠道，事由包括虚构中介业务套取费用、给予
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利益、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
机构和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欺骗投保人等。

财产险公司依然是重灾区
从机构类型来看，财产险、中介机构及人身险在
二季度不论罚单金额或罚单总数量较一季度相比均
处于下降趋势，但财产险公司依然为处罚的重灾区，
无论是处罚金额或处罚数量均最高。
财 产 险 公 司 在 2021
年二季度受到最多罚款，
罚款总金额约 3778 万元，

占比 61.97%；同时，数量上，财产险公司也收到二季
度最多罚单，
达 203 张，
占比 43.56%。
按照罚款总额排序，
“ 虚构中介”，
“ 未严格执行
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
“ 给予投保
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 编制提供虚假报
告、报表、文件、资料”，
“ 虚列费用”为财产险公司前
五大受罚事由。

人寿险居第二 收 143 张罚单
人寿险方面，今年二季度，34 家人身险公司共收
到 143 张罚单，占比 22.23%，罚款金额合计 1355.5 万
元，占比 30.69%，累计罚款金额和罚单数量均低于财
产险，
位居第二位。
按照罚款总额排序，
“虚假列支费用”
“
，编制虚假
报告、
报表、
文件、
资料”
“
，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以外的
利益”
“
，未按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
保险费率”
，
“欺骗投保人”
为人身险公司前五大违法违规事由。其

中，
“虚列费用”收到的罚金总额最高，共计 398 万元，
且其罚款均价最高，
平均罚额达20.95万元/张。

专业代理机构的问题没有好转
保险中介机构方面，二季度，54 家保险中介机构
共收到 94 张罚单，占罚单总量 20.17%；累计罚款金
额达 873.75 万元，占比 14.43%。罚款金额以及罚单
数量均低于财产险以及人身险公司。
按处罚金额排序，中介机构二季度前五大违法违
规事由为：
“编制或提供虚假报告、报表、文件、资料”，
“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和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虚构中介业务”，
“套取/虚列费用”，
“未按照规定报
送有关报告行为”
。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无论是在收到的罚单数量还
是罚款金额上都占据了二季度保险中介机构处罚总
量的近 80%，
单张罚单均额约 9.5 万元，
延续去年的检
查、处罚趋势。

内存
处罚之最
从单笔罚款金额最高看，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其因虚发销售人员绩
效套取费用、业务资料不真实、向监管部门报送虚假材料被罚 60 万。
累计罚单数和罚款额最高的人身险公司为中国人寿，
累计被罚30次，
罚款合计348万元。
从开具罚单的监管机构所处区域来看，二季度收到处罚总金额最高的地域，分别为广东
省、
浙江省和黑龙江省。
其中，广东省监管机关共开具了总金额为 1073.7 万元的罚单，位列全国第一，罚单数量达
34 张，
分别来自深银、
惠银、
潮银、
粤银保监。
本组文/本报记者 蔺丽爽 统筹/余美英 供图/视觉中国

案例
银保监会通报众安财险 4 项违法行为
记者从银保监会获悉，银保监会日前向众安财险
开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份决定书显示，众安财险存
在 4 项违法行为。
一是自营网络平台宣传销售页面欺骗投保人。
众安财险在自营网络平台——官网和众安保险 App
销售的“尊享 e 生医疗险 2017”
“ 尊享 e 生旗舰版”
“女
性尊享百万意外险”等 5 种产品的宣传销售用语与条
款或事实不符。
二是第三方平台宣传销售页面欺骗投保人。众
安财险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销售“重疾险”
“600 万医
疗保障”
的宣传销售用语与事实不符。
三是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
款、
保险费率。2017 年 8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
众安财险在某 App 司机端销售“拉活宝”车主保障计
划，
使用重大疾病保险条款（A 款）、
个人重大疾病保险
条款和个人轻症疾病保险条款，突破对应保险费率表
上下限收取保费。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22 日，
众安财险在某 App
乘客端销售重疾保障计划，
使用重大疾病保险条款（A
款）、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突破对应保险费率表上
下限收取保费。
四是编制或者提供虚假报告、
报表、
文件、
资料。众
安财险向原中国保监会报送的2017年个人医疗保险理
赔数据中，存在以业务结案时间代替赔款指令发出时
间，
拒赔案件作正常给付、
协议给付案件处理等问题。
从处罚情况来看，银保监会对众安财险罚款 145
万元，
并对公司相关负责人给予警告和罚款处罚。
文/新华社

聚焦上半年经济

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超 348 吨
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
扩内需、促消费
政策持续发力等因素支撑下，
今年上半年我国金饰消
费复苏势头不断增强。中国黄金协会 3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为 547.05 吨，同
比增长 69.21%，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49%，
其中黄金
首饰消费 348.56 吨，
同比增长 67.68%。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投资者对实物黄金投资保
持了较高热度，上半年国内金条及金币消费量为
151.1 吨，同比增长 96.28%；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电
子产品需求火热，工业用金需求量继续保持稳定增
长，上半年工业及其他用金达 47.39 吨，同比增长

23.28%。
今年二季度，由于部分投资者选择“落袋为安”，
国内黄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黄金 ETF 基金）持
仓净流出 3.7 吨。不过从上半年情况看，国内黄金
ETF 基金较上年末增持 7.76 吨，截至 6 月末总体持仓
规模约为 68.67 吨。
从生产端看，2021 年上半年，国内原料黄金产量
为 152.75 吨，与 2020 年同期相比减产 17.32 吨，同比
下降 10.18%；同期进口黄金原料供应稳中有增，进口
原料产金 52.19 吨，
同比上升 9.33%。
据新华社

奉献一份爱心 点燃一片希望
合众人寿北京分公司开展合众助学行暨党支部特别活动
近日，合众人寿北京分公司开展
“奉献一份爱心，
点燃一份希望”助学行暨党支部特别活动，深入北京
市顺义区继民启智康复中心，向存在心智障碍的孩子
们捐赠生活与学习物资，并参与组织文艺演出，为这
些特殊儿童送去关怀。

献爱心 陪伴是最好的赠礼
北京市顺义区继民启智康复中心，服务对象均为
心智障碍人士，年龄最小的为 7 岁，最大的 30 多岁。
这些孩子在康复中心接受一系列课程的训练后，在生
活技能和人际交往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与提高。在
张主任的带领下，合众人寿北京分公司一行参观了中
心和学生们的绘画和陶艺作品。面对孩子们优秀的
作品，大家纷纷对孩子们内心世界的丰富发出感叹与
赞美。
合众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党支部成员
与孩子们一起共进午餐、促膝长谈，捐赠仪式上，孩子
们脸上洋溢着满满地幸福和快乐。合众人寿北京分
公司的党员们表示，会持续来学校当志愿者，帮助孩

子们健康成长。启智中心郑主任向合众人寿对心智
障碍儿童的关心和帮助表达了感谢并赠予锦旗。

心连心 用爱为每一个生命喝彩
为丰富孩子们的生活，合众人寿北京分公司协助
北京继民启智康复中心组织了“心连心联谊会”文艺
演出。合众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党员们不仅帮助布置
会场，还自告奋勇担任主持人，尽心保证文艺演出顺
利开展。
合众人寿北京分公司团险总监昝昕表示：
“源于
爱、传递爱！合众人寿是一家为爱而生的保险公司。
自成立以来，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合众助学行”活动，
截至目前，参与爱心助学助老活动超过 1200 场次，直
接帮助贫困学子、孤寡老人超过 5 万余人，并捐献了 7
所合众人寿希望小学”
。
助学行公益活动，除了加强公司与公众的互动交
流，更重要的是传递爱心，同时也让合众人寿北京分
公司党支部成员实实在在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在深
入服务群众中践行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

全国首家外商独资保险资管公司
在京开业 花落顺义
近日，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得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开业批复，成为中国首家获批
开业的外商独资保险资管公司，正式落户北京自贸区
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顺义组团、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
“在北京市金融局的大力支持下，安联保险资管
公司在北京顺义成功筹建并正式获批开业，这是北京
自贸区设立后首都金融业扩大开放的又一重要成果，
充分体现了金融开放的首都速度，将进一步助力首都
北京高质量发展。”顺义区金融服务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如是介绍。
近年来，依托雄厚的实体产业基础，凭借中德产
业园、临空经济示范区、天竺综合保税区等多个平台，
顺义区金融产业实现了蓬勃发展，已拥有优质金融机
构近 500 家，包括民生银行总部基地、北京银行信息
技术研发中心、北京人寿、君康人寿在内的银证保机
构 60 余家；华夏基金、中加基金、国新基金、国创基
金、国开基金、中交基金、中航基金等证监系统批复的
公私募基金 120 余支，基金总规模超过 2.4 万亿元；文
科租赁、京城租赁等融资租赁公司 100 余家；金融业
总量位于全市前列。

据悉，顺义区是北京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面积最
大的组团，跨境金融是七大重点领域之一，截至目
前，17 项“两区”跨境金融试点政策已全部落地，完成
率 100%，其中，
“境外机构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
务”在京首发、
“ 支持符合政策条件的汽车金融公司
简化发行金融债券”全市首个；18 个重点金融项目组
团落户顺义区，其中，除全国首家外商独资保险资管
公司外，还包括全国首家外商实际独资控股第三方
支付公司、千亿规模私募证券投资基金、5 家港澳台
资机构等相继落地，未来新增资金管理规模将突破
4000 亿元。
据了解，此次安联资管公司落户顺义，将进一步
提升顺义金融产业对外开放水平。顺义也将依托中
德国际合作产业园等各大平台入驻的实体企业，为安
联资管等金融机构创造更多服务实体经济的机会。
下一步，顺义区将紧紧围绕首都产业金融中心的
定位，紧抓
“两区”建设的有利契机，依托航空航天、新
能源智能汽车、临空经济等雄厚的产业基础，持续吸
引优质金融机构入区发展，为首都北京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险代理人终止代理合同声明
根据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代理
合同书》及《个人寿险业务人员基本管理办法》的相关
约定，下列保险代理人（北京地区）与中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已终止代理合同（具体名单请于
10 日当天点击 http：
//life.pingan.com/kehufuwu/

fuwugongju/lizhidailiren.shtml 查询），我们将尽
快为您安排新的服务人员，在此期间，如您有任何服
务需求，
请致电我公司统一客服热线 95511。
特此声明。
2021 年 8 月 4 日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70%
商务部 3 日发布数据显示，
上半年，
我国服务贸易
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
28.6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70%至 1204.6
亿元，
同比减少 2812.5 亿元。
根据商务部数据，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3774.4 亿元，同比增长 6.7%；其中服务出口 11284.9
亿元，增长 23.6%；进口 12489.5 亿元，下降 5%。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服务进出口下降 9%，两年平均下
降 4.6%，
其中出口增长 20.9%，
两年平均增长 10%；
进
口下降 25.6%，
两年平均下降 13.8%。
从结构看，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出口

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
和 信 息 服 务 ，知 识 产 权 使 用 费 ，分 别 增 长 37.9% 、
27.1%、21%。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和知
识产权使用费，
分别增长 25.6%和 14.2%。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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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引领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开启个人跨境金融服务新征程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抢
抓发展机遇和区位优势，着力打造跨境场景金融服务
模式，努力让中行跨境金融
“金字招牌”在北京市场上
焕发新光彩。

“两区”建设服务窗口，面向区内外籍人才提供包括薪
酬购汇便利化、信用卡、借记卡等在内的一揽子金融
服务，搭建了外国人一站式服务平台，专业化、便利化
赢得良好口碑。

持续助力
“两区”
建设 便利外籍人才金融服务

聚焦留学综合服务 推动教育融合发展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积极响应北京“两区”建设
要求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指导意见，在
北京地区首发推行来华外籍人才薪酬购汇便利化服
务，面向北京地区持 B 类以上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
高端人才，实现“一套材料、一个证件、一家网点”办
理，解决了外籍人才薪酬购汇需逐次提交繁琐材料的
痛点问题。2020 年 11 月底，该业务在北京地区首发
落地，目前，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已有薪酬购汇便利
化业务专办网点 55 家，切实满足了外籍人才薪资购
付汇的实际需求。
中国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立足区域，深
度融入
“两区”发展建设，成为入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国际人才服务大厅的独家金融机构，在大厅设立

为助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全面提升国际
交流合作水平，中行北京分行紧抓区位资源优势，积
极响应总行跨境场景、教育场景建设部署，持续拓展
与北京地区国际学校合作深度、广度，致力于为留学
生群体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除了金融业务本身，中行北京分行精准定位客户
需求，利用留学宣讲会，为留学生提供留学金融咨询
及服务，从留学资金准备，购汇、汇款、境外信用卡使
用，到应对文化差异、防范金融诈骗，工作人员均予以
耐心细致讲解，
为广大学子顺利留学保驾护航。
未来，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将持续创新产品、优
化服务流程，升级客户服务体验，不断提升中行在跨
境领域的服务水平和品牌形象。

太平人寿北京分公司 2021 年客户节
清凉泡泡跑大型户外活动成功举办
近日，太平人寿北京分公司 2021 年客户节暨“奔
跑太平”第五届清凉泡泡跑大型户外活动如期而至，
在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隆重举办，数千名大朋友、
小朋友们投身泡泡的海洋，
一起点燃激情纵情开跑。
太平人寿中心城市区域总监兼北京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王平先生致开幕词，2021 年是中国太平
保险集团境内复业 20 周年，在此衷心的感谢广大客
户朋友对太平人寿的陪伴与认同！
面对机遇和挑战，太平人寿将围绕太平集团打
造最具价值成长的国际化现代金融保险集团的目
标，贯彻落实中国太平“央企情怀、客户至上、创新引
领、价值导向”的总体要求，始终把“以客户为中心”
作为经营第一理念，围绕客户对美好生活需要，构建
保险综合服务生态圈，打造最具特色和潜力的精品
客户服务。

活动现场大功率泡泡机不断喷涌着彩色的泡泡，
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园区。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水枪
大战、水气球狂欢、小丑表演、开心萌弹等互动游戏。
巨大的泡泡池散落着漫天飞舞的彩色泡泡，让到场伙
伴乐在其中。
客户节期间我们推出了“2021 新康养体验”
、
“太
平好少年绘画大会”和
“太平好少年女超球童”等多种
客户活动，
希望带给客户全新的体验。
太平人寿北京分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
将在产品、
服务、
科技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客户更加
多样化的需求，
坚持保障为民，
突出针对性、
差异性和普
惠性，
实现保险产品高质量供给；
在服务方面，
不断突破
传统的保单服务，
积极构建大健康、
大养老服务生态圈，
以客户节为主线组织丰富多彩的客户服务活动，
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
长周期、
有温度的个性化服务。

聚焦县域支行发展 中信银行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近日，中信银行在苏州召开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县域支行发展专题研讨会。会上，中信银行行长方
合英听取分支行代表意见后表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和推动县域支行发展高度关联，两者互为因果。银行
要在强调“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
突出“政治性”，找准乡村振兴贷款与制造业贷款、民
营企业贷款、普惠金融贷款的结合点，找准与
“中信协
同”
优势的结合点。
方合英表示，
下一步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要强化
“守土有责”
意识，
全面加强乡村振兴战略宣
导工作。二是要全面梳理堵点痛点，
出台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
支持县域支行发展的指导意见。三是要全面压实

主体责任，
差异化扩大授权。四是做好乡村振兴金融产
品创新工作，
聚焦县域给予一级分行创新自主权。
研讨会当天，中信银行主承销的滁州市城市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度 第 二 期 中 期 票 据
（权益出资+乡村振兴）成功完成发行。这是全国首
单“权益出资+乡村振兴”债券，发行金额 5.5 亿元，
票面利率 3.74%，在中信银行积极推动和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绿色通道支持下，仅用 10 天时间就
完成了从申报发行到募集资金到账全部流程，资金
全部用于子公司增
资 ，增 资 款 最 终 用
于乡村振兴类项目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