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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随着境外银联卡发行规模达 6800多

万张，银联国际正致力于针对细分的持卡

人群体，提供专属银联卡产品。记者获

悉，今年起，银联国际在境外市场全面推

广亚洲主题卡，中亚、东南亚等市场已有

数十家主流机构计划在年内发行该卡，为

经常往来亚洲地区的商旅客群提供新的

支付选择。

银联国际将积累多年的亚洲区域受

理和服务优势“加载”在亚洲主题卡。在

东北亚、东南亚区域，ATM的银联卡受理

覆盖率已优于其它国际卡品牌，商户受理

覆盖率超过70%，我国港澳地区和蒙古的

所有 ATM 和 POS 终端都能使用银联

卡。随着我国港澳、韩国、日本和东南亚

的银联卡发行规模快速增长，这些市场也

在完善银联卡用卡服务体系，积累了丰富

的商户优惠和增值服务资源。

“按照银联建设‘全球网络、国际品

牌’的愿景，银联持续丰富跨境银联卡产

品体系，针对不同持卡人的跨境流动特

点，提供定制化的银联卡产品，并不断丰

富卡片功能，为境外消费者到中国和世界

其他地区提供支付便利。”银联国际首席

执行官蔡剑波表示，“亚洲主题卡是银联

在 2015年底开始整合资源、设计开发的

特色主题产品，也是银联下阶段在境外重

点推广的产品之一，目前已有中亚、东南

亚、东北亚、非洲和中东等的27个国家和

地区的数十家机构有意向发行。”

亚洲主题卡分为亚洲旅游卡和Asia
Prestige两种，其中，亚洲旅游卡主要针对

一般客群；Asia Prestige则针对高端商务

客群，持卡人可专享全球450多个机场和

高铁车站的850多个贵宾休息厅、覆盖亚

洲 60个主要城市的接送机服务，以及全

球医疗和旅行援助、中国境内VIP医疗援

助等服务。

目前，越来越多的境外消费者到访中

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时都习惯带上银联

卡。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韩国发

行的银联卡在日本、菲律宾、泰国交易均

成倍增长，泰国发行的银联卡在马来西亚

交易同比增长高达近20倍。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汇付天下昨日宣布与贵州银行达成

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传统金融行

业与新金融行业的融合创新，在资金银

行存管、支付服务、消费金融、金融增值

业务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为落实网络借贷平台资金由银行存

管的政策，汇付天下与贵州银行达成合

作，为合作平台接入银行存管起桥梁作

用。具体而言，贵州银行将为符合要求

的网贷平台提供银行资金存管服务。汇

付天下在银行存管体系基础上，为合作

网贷平台提供支付解决方案、全天候运

营支持服务。同时，汇付天下为银行端

提供行业数据分析和风控支持等服务，

并在平台与银行进行系统对接时为平台

提供技术辅助服务。

“汇付天下的互联网金融风控体系，

运用了多种金融科技技术，结合现场走

访，对网络借贷平台进行多维度画像，实

现了风险评级和监控的融合。”汇付天下

高级副总裁、汇付数据总裁穆海洁表示。

在消费金融领域，汇付天下体系内

易日升金融与贵州银行也将合作共同发

展场景类个人消费金融服务。贵州银行

将发挥在资金、信贷风控方面的优势，结

合易日升金融在家居、医疗、教育等多种

个人消费场景的拓展能力，共同构建消

费金融服务生态圈。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昨日，上海自贸区第七批金融创新案

例正式发布，旨在进一步宣传自贸区金融

创新成果，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围绕实体

经济需求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记者

从发布会上获悉，这批共计15个金融创新

案例，分为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

自由贸易账户创新和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四

大类，重点聚焦“金改 40条”发布以来，金

融要素市场和金融机构通过深化运用自贸

区金融创新政策，积极开展创新试点取得

的成果。

金融市场创新占半壁江山

在这批15个金融创新案例中，金融市场

创新方面的案例即包括8个，分别为上海市

财政局通过上交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招标

发行300亿元地方债、上海市财政局通过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在自贸区面向境内外

投资者首次发行30亿元人民币地方债、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发行30亿元人民币绿色金

融债券、上海清算所推出自贸区债券柜台业

务平台、上海黄金交易所自主研发“易金通”

移动互联网黄金交易系统，以及上海保险交

易所、上海票据交易所和中国信托登记公司

三家金融要素市场的挂牌成立。

其中，首只自贸区人民币地方债发行，

不仅拓宽了地方债发行渠道，而且满足了

境外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的现实需求，

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星展银行（中国）

是该只债券的外资银行承销商之一，该银

行首席执行官葛甘牛表示，在与海外投资

者交流中获悉，人民币加入 SDR后，很多

投资者都愿意增持政府债券。

上海清算所推出自贸区债券柜台业务

平台，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通过该平台与其

非金融企业客户完成首笔自贸区柜台债券

交易，实现了商业银行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体

系代理非银行间市场参与者参与人民币债

券市场交易，丰富了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金

融产品的范围，扩大了人民币跨境使用。

在三家新挂牌的金融要素市场中，上

海保险交易所保险资产登记交易平台已投

入试运行，为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登

记、交易、资金结算等提供专业服务和技术

支持。目前，首批 2只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已顺利发行。

另三大类共7个案例

金融机构、自由贸易账户和金融服

务模式三大方面的创新案例共有 7 个。

其中，在金融机构创新方面有 1 个案例，

是“CEPA 补充协议十”框架下首批 2 家

合资券商申港证券与华菁证券设立。合

资券商的设立有助于借鉴港资等公司股

东在成熟资本市场流程管理、风险控制

与股权激励等方面经验，更好地服务资

本市场双向开放。

自由贸易账户创新方面发布 2 个案

例，分别是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等金融机

构为区外科技创新企业和海外引进人才开

立自由贸易账户并办理相关业务，进一步

拓展了自由贸易账户服务功能；浦发银行

基于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一体化功能，发

行首单自由贸易账户外币理财产品，拓宽

了自由贸易账户的理财功能。

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方面发布 4 个案

例，分别是华夏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为自

贸区平行进口汽车推出基于自由贸易账户

的跨境金融及供应链融资综合配套金融服

务方案、上海航运保险协会在全国首推海

事诉讼保全责任保险、上海航运保险指数

（SMII）发布和在全国率先推出建筑工程

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其中，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在

浦东新区商品住宅和全市保障性住宅工程

中强制实施，探索保险机制全面融入工程

质量风险管理体系的新模式，充分发挥保

险的防灾减损和经济补偿功能。

三个对标深化金改试点

至此，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案例合计

发布80个，有效地宣传了自贸区金融创新

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自贸区金融创新试点。

“一家单位能做，其他单位都能做，金

融创新案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上海市

金融办主任郑杨在案例发布会上表示，三

年以来的自贸区金改成果用案例展示，实

际上已成为为各家金融机构提供示范的平

台。

郑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透露，在提高

合资金融机构中的外资持股比例方面，目

前正在争取，同时还将进一步加快对机构

和个人的双向开放，“由于资金外流压力较

大，QDII2暂时很难突破，但可吸引境外合

格的机构和个人更多地参与境内的金融市

场。”

未来四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

决胜阶段。上海将进一步深化自贸区金融

开放创新试点，特别是要深入贯彻落实“金

改40条”，努力做好“三个对标”，即对标建

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际高

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投资贸

易便利化水平；对标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

金融中心的目标，加强与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联动，加快形成更加开放高效的金融市

场体系，不断提升金融市场配置境内外资

源的能力；对标国家战略和金融改革开放

总体部署，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支持“长

江经济带”建设、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加强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

能。

上海自贸区第七批金融创新案例发布

15个案例集中展示金改试点成果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泰康保险获悉，2016 年

泰康保险集团管理资产突破 10800 亿

元，规模保费收入突破 1300 亿元，新单

价值突破 100 亿元，同比 2015 年实现

50%以上的增长。目前，泰康保险已经

基本形成保险、资管以及医养三大业务

板块。

据了解，2016 年泰康保险业务量质

并举，全面创造历史新高。其中，新单价

值首次跨越百亿大关，个险标准保费同

比增长超过 60%。业务品质和结构持续

优化，个险 10年期以上标保占比超 90%，

13个月继续率稳步提升。截至 2016年 3

季度，在“偿二代”体系下，泰康人寿偿付

能力充足率超过 300%，较“偿一代”大幅

提高。

在资产投资领域，2016年泰康管理资

产规模首次突破万亿，达 10800亿元，第

三方资产跨越 5500亿，占比过半。养老

金投资管理资产规模超过 1500亿，新增

规模占行业 1/4，规模排名第二。不仅如

此，泰康还荣获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

投资管理机构资格。

在养老方面，泰康医养模式 2016 年

进一步实现全国化布局，包括北京燕园、

上海申园顺利运营实现八城联动。其

中，北京燕园一期独立生活区入住率超

93%。医疗方面，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开

始实质筹建，南京仙林鼓楼医院月度门

诊量已近 2万人次。燕园和申园康复医

院正式运营，康复与老年医疗团队初步

建成。

今年以来泰康战略性入股百汇、和

美、北星等优质医养企业，实现区域性国

际医疗中心、社区配建康复医院，以及参

股特定医疗机构资源的三层次医养战略

布局。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东升

表示，目前集团化改组已经完成，未来集

团将管控战略、团队、文化、风控和资源，

子公司则建立强大的利润中心，最终建成

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的保险金融服务

集团。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独家发起设

立的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获

得中国保监会正式批复，这是国内继国寿

养老、太平养老、平安养老等之后的第八

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的消息，此次获批成立的人保养老

险公司注册资本金 40亿元，拟任董事长

唐志刚，拟任总经理周丽萍。公司经营范

围涵盖团体养老保险、个人养老保险、年

金业务、上述业务再保险以及保险资金运

用等。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吴焰

此前曾多次公开表示，设立中国人民养老

保险公司有利于集团深入推进改革重组、

完善养老产业布局、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对于公司在构建发展大格局中把握政策

机遇、深度参与国家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建设、持续助力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

义。

事实上，早在 2007年，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就向监管机构申请成立专业养老保

险公司，但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申请一度

被搁置。

近年来，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随

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险

体系建设的制度政策，为养老保险业务提

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为此，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于 2016年 4月再次申请设立

专业养老保险公司，并得到了国务院、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保监会的大力支

持。

记者了解到，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养

老事业，根据保监会披露的资料，截至

2016年9月底，保险业企业年金受托管理

资产达到4854.6亿元，企业年金投资管理

资产5457.5亿元，养老保障及其他委托管

理资产 3595.2亿元。 其中，企业年金受

托管理资产中，国寿养老居首位，为

2015.5亿元；企业年金投资管理资产和养

老保障及其他委托管理资产中，平安养老

均为第一，管理资产分别为1450.7亿元和

1222.6亿元。

对此，人保集团方面指出，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旗下的人保资产公司于 2007年

获得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企业年

金投资管理人资格，年金投资收益水平居

行业领先水平。且集团旗下人保寿险，现

位于国内人身险行业第五位，已启动“人

保人家”的养老社区建设，推动医养结

合。按照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十三五”规

划，未来中国人民养老保险公司将按照集

团统一部署，加强系统资源整合和业务协

作，积极发挥在政府合作、机构网络、人才

队伍、客户资源和专业服务等方面的独特

优势，致力于把中国人民养老保险公司建

成国内一流的专业养老保险公司。

人保推进改革重组 完善养老产业布局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公司获批筹建

泰康保险去年资管规模突破万亿

银联国际推广亚洲主题卡
东北亚、东南亚区域银联卡商户受理覆盖率超七成

汇付天下与贵州银行战略合作

上海自贸区金融案例合计发布80个，有力地推动了自贸区金融创新试点。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