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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聚焦

“逼债”也要有市场眼光

探索建立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新模式

郑州商品交易所
启动“保险+期货”试点

上半年我省直接融资1477亿元
同比增长13.1%，全年资本市场融资目标完成过半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宁凡 韩晋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
系，客观上反映了一个地区金融体系
配置效率与实体经济的匹配程度。
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降低社会
融资成本和杠杆率,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还将为当前正在深入实施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注入强劲动
力,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近年来，我省始终把拓宽直接融
资渠道、创新直接融资方式作为扩大
社会融资规模、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的
重要抓手。8月15日，记者从省政府
金融办获悉，今年上半年，我省资本
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直接融
资 规 模 达 1477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171.42亿元，增长13.1%，已完成全年
资本市场融资目标的53%。

豫企资本运作趋于活跃

3月 23日，郑州安图生物 IPO申
请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主板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截至6月底，我
省境内上市公司已达73家，过会待审
1家，在会待审8家，在辅导19家，全
省省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达327家。

国际经验表明，上市公司和拟上
市公司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发
展的快慢及可持续性，对区域内经济
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等具有重要影
响。为了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资本
市场的发展差距，我省坚持做大增
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狠抓培育主
体这个关键，不断推动上市公司通过
并购重组做大做强。

在境内市场，上半年我省上市公
司实现再融资 76.55亿元。其中，轴
研科技、华英农业、羚锐制药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4.37亿元，新野
纺织、雏鹰农牧发行公司债21亿元，
智度投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募集配套资金 41.18亿元；在境
外市场，洛阳钼业以26.5亿美元收购
自由港集团位于刚果(金)的 Tenke-
Fungurume铜钴矿 56%的权益，本
次交易结束后，洛阳钼业将成为全球
最大钴生产商和第二大铌生产商。

此外，在新三板市场，我省企业
积极通过定向增发、债券融资、股权
质押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上半年新
增融资 17.31亿元，其中美基食品先

后两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2.55亿元，
伊赛牛肉、威科姆分别增发募集 1.8
亿元，龙凤山增发募集1.37亿元。

据省政府金融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上半年，我省新三板挂牌企
业新增67家，总量达262家。截至6
月底，新三板挂牌豫企数量位居全国
第8位、中部六省第2位，全省的新三
板后备企业达998家。

债券市场融资继续发力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省债券
融资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比重已达到
49.1%，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经
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续这一良好发展态势，今年上
半年，我省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达
675.1亿元，其中，企业债53.4亿元，银
行间市场债券383亿元，交易所市场
债券238.7亿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豫企先后在多个领域积极开展债券融
资创新业务，成功填补了省内空白。

2月中旬，我省民营企业首单资产
证券化产品——“周口天然气供气合
同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募集资金规模达5.4亿元；4
月中旬，我省首单物业费收费权资产
证券化产品——“招商创融-建业物业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交所挂牌交
易，募集资金规模达9亿元；7月下旬，
我省针对地下综合管廊及停车场项目
发行的首只债券——“2016年郑州航
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交所双市
场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规模达19.5亿
元；8月上旬，我省首只县级城市发行
的停车场建设专项企业债券——“禹
州市投资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
债券”通过券商渠道和上交所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规模达12.8亿元。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
我省债券融资仍然主要集中在郑州、
商丘、平顶山等地，融资行业高度集
中于煤炭、有色等传统行业，涉农、中
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对债券市场的
认知和运用仍不够充分，而这也正是
下一步我省积极利用债券市场的努
力方向。”一位业内专家分析。

股交中心发展被寄予厚望

“坚持外引与内生并重，切实在
引进机构、新建机构、壮大机构上花
更大力气、取得更大成效。”在今年2
月召开的全省资本市场座谈会上，省
委书记谢伏瞻对发展壮大我省资本
市场的机构主体寄予厚望，而这其中

的“金融豫军”则更是重中之重。
2015年9月16日，由省政府批准

设立的我省唯一一家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中原股权交易中心在郑州开
业开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中
心为缓解我省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6月底，中心
挂牌企业数量已达424家，累计帮助
企业融资超1.37亿元。其中，仅今年
上半年就新增融资9292.5万元。

由于挂牌后规范和信誉度大大
提高，企业通过其他渠道开展融资的
能力明显增强，在这方面，这一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带给全省企业的“正
能量”则更加难以估量。

“下一步，我省将加快推进中原
股权交易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其融资
融智功能。”省政府金融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一方面，积极推动各地市出
台企业到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
资的奖补政策，减轻企业挂牌负担，
引导企业积极了解资本市场、利用资
本市场；另一方面，研究产业引导基
金、风险缓释基金与中原股权交易中
心的业务对接模式，力促该中心与
1-2 家基金建立业务合作关系；此
外，积极推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与新
三板建立业务联系，力争早日实现挂
牌企业直接转板到新三板。⑦1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8月 15日，
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获悉，该交易所
已经启动“保险+期货”试点。试点品种
为棉花和白糖，试点现货规模分别不低
于1000吨和3000吨。

据介绍，“保险+期货”试点，其全称
为“价格保险+场外期权+场内期货”试
点。该模式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保险
公司、普通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期货公司、政府部门等，目前试点正处
于建设征集阶段。

郑商所“保险+期货”试点品种为
棉花及白糖。试点规模为在做好风险
防范工作的前提下，棉花及白糖试点
现 货 规 模 应 分 别 不 低 于 1000 吨 及
3000 吨。试点项目周期应覆盖对应

品种的种植、收获及销售的关键时
期。试点项目应于立项时或之前正式
启动。每家期货公司仅限申请建设
1-2个试点项目。试点项目上游参与
主体必须是普通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保险公司及期货公司应具有较
为成熟的人才队伍、相对丰富的合作
经验及产业基础。申请方应开展充分
论证工作，项目应具备严密的风控体
系。

此次试点有利于探索建立农产品
价格风险管理新模式，以较低的成本和
较高的效率确保农民增收；推动形成政
府补贴保费、市场各方共同受益的运作
链条；支持风险管理公司开展定价服务
等新兴业务。⑦13

□蔡恩泽

一个多月以来，东北特钢债券违约

事件已发酵为一个公共事件，部分投资

者试图通过“闹”的方式来实现刚性兑

付，其实是缺乏市场眼光。

首先，东北特钢债券违约是因为连

续投资，导致债务负担一直较重，偿债

指标较差。中债资信分析报告显示，从

2008 年起，东北特钢大连基地搬迁改

造，导致公司债务负担大幅上升，资产

负债率从 2007 年的 65.85%持续加重至

2010年的 87.35%。其后，东北特钢又新

增大型材厂的投资，积累债务较重。债

券违约之外，近年来，因为拖欠贷款，东

北特钢先后 9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全

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多重压力之

下，其背负了沉重的违约负面包袱，让

投资人心生忧虑，实属情有可原。但

是，我们也应看到：东北特钢旗下的上

市公司——抚顺特钢在钢铁行业整体

形势不佳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良好

业绩。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15年抚顺

特钢利润总额达到 2.13亿，较 2014年增

长 30%。这证明东北特钢的市场前景

还是可观的。

其 次 ，刚 性 兑 付 治“ 标 ”却 不 治

“本”，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在债券违

约时，刚性兑付虽然能够暂时保护投

资人的利益，也能够缓解一时的社会

矛盾和维稳压力。但是，对一个市场

前景仍十分可观的负债企业采取激进

的逼债手段，其实是被眼前的暂时利

益所蒙蔽，丧失了对真正市场风险的

判断能力。在当前投资渠道相对狭窄

的资本市场中，像东北特钢这样能为

火箭和潜艇提供优质钢材的有潜质企

业，还需要投资者把目光放得更加长

远一些，不能一遇到违约就感觉天要

塌下来一样。只要政府和社会各方能

给予更多的宽容，这样的债券违约企

业，其赢利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投资

者需三思而后行。

再次，刚性兑付并没有彻底根除矛

盾和压力，而是将这种矛盾和压力转

移、蓄积到了别处。它掩盖了市场有效

的风险区分，使合理的风险溢价被株

连，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的水平，造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使评级低但

收益率高的债券大行其道，致使评级高

但收益率低的债券举步维艰，进而积累

了更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若错过了

对东北特钢的长远收益，按照当下这种

短视的做法，其刚性兑付收回的投资总

有一天还会在其他地方赔进去。

也 许 有 人 会 说 ，“ 站 着 说 话 不 腰

疼”，但既然是做投资，就要有长远的眼

光，要钟爱自己所投资的产品。事实

上，近两年，虽然我国债券市场违约风

险频繁发生，但债券持有人的实际损失

率仍然相对较低。据统计，自 2014年的

“超日债”开始，我国公募债领域发生的

违约事件，多数通过展期、债务重组、承

销商兜底等方式完成兑付，债券持有人

的实际损失率并不高。

退一步海阔天空，倘若投资者放宽

眼量，对东北特钢这样仍有市场潜力的

企业“放一马”，不去釜底抽薪，让其喘

一口气，缓一下神，也许要不了多长时

间，随着东北特钢盈利能力的增强，投

资人的利益一定会得到更多回报。

新闻回放：自今年3月 28日“15东
特钢CP001”违约以来，全国三大特殊
钢铁生产商之一——东北特殊钢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共有7只债券违约，涉及
金额47.7亿元。⑦13

□本报记者 赵力文

随着《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
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正式公
布，网约车有了合法身份，这一变化
将对车险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据了解，网约车目前大多是以私
家车身份购买保险，保费虽然低，但
是一旦出险非常容易发生保险纠纷，
也无法保障乘客利益。此次新政出
台后，已有业内专业人士测算，我国
至少有1000万辆以上的网约车要登
记为运营车辆。身份变了，车险将会
发生哪些变化？记者专程采访了我
省一些保险行业人士，他们普遍表示
要等具体细则和配套政策出来后才
能有明确答案，目前对于网约车这一
新兴业态的保险，尚存诸多争议。

需要补足哪些保险？

根据《暂行办法》所述，网约车经
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
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
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
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

对网约车的经营行为，《暂行办
法》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
提供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技

术状况良好，安全性能可靠，具有营
运车辆相关保险，保证线上提供服务
的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
一致，并将车辆相关信息向服务所在
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从中可以看出，网约车新政明确
提出，网约车必须投保营运车辆相关
保险，同时还需要为乘客购买承运人
责任险等相关保险。

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个人产品管
理部产品经理孔媛媛认为，交通管理
部门、车主、运营公司、保险公司应形
成一个保障体系。她认为，网约车要
按照运营车辆投保相对全面和相对高
额的保险。除交强险外，需要购买车
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
任险、不计免赔率险、自燃损失险等，
最大程度保障乘客及第三者权益。

保费将大幅上涨？

2015 年 8月 18 日，中国保监会
首次为网约车的保险赔偿问题发声
称：预约车辆如为非营运车辆，一旦
发生事故，乘客和车主均可能面临理
赔风险。保监会方面表示，目前，有
一定数量的非营运车辆以家用车性
质投保，却有偿提供“专车”、“拼车”
等营运服务，并未与保险公司就变更
车辆使用性质协商一致。

从目前发生的理赔纠纷来看，保

险公司大都会以网约车是属于“改变
使用性质，从而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
度”为由予以拒绝理赔。

据业内人士介绍，仅在省会郑州，
滴滴、优步、易到、神州四大网络平台
上就有十几万辆网约车，而这些车辆
大多是以私家车身份投保。当网约车
新政在11月实施后，这些车辆也必须
按《暂行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登记
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领取《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开展营运。

有保险专家分析，网约车其实和
出租车风险类似，应该按营运性质购
买保险，通过提升保费达到与其风险
匹配。保费会上升，但谈不上大涨。

保费是否会“一刀切”？

记者在郑州采访了一些网约车
司机，不少人表示了解新政后的变
化，大多数全职司机表示还能够接受
保费的上涨，但兼职司机就感觉太不
划算了。有网约车兼职司机反映，本
来兼职收入就不多，如果保费“一刀
切”与专职司机相同，他们只能退出。

对于网约车这种共享经济的新业
态，封面智库发布的《2016中国移动
出行安全报告》中指出，对于那些将私
家车从事网约车业务的车主，保险公
司完全可以通过创新商业险种的方式
予以解决。此前的商业车险之所以需

要区分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原因
就在于保险公司无法区分风险，但是
在网约车的运营模式下，平台积累了
平台行驶数据，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和
其合作推出与风险相匹配的险种，满
足分散风险的需求。事实上，这不仅
有助于乘客、驾驶员和平台分散风险，
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保险市场，有助
于保险公司获得更多的收入。

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已有
车险公司与优步合作推出“分时段+
按量计费”保险服务。

阳光财险河南分公司理赔部负
责人李保罗也认为，网约车车主一般
为兼职，车辆使用频度介于非营运私
家车和营运出租车之间，因此对于其
后期保险产品，保险费率可以考虑介
于二者之间。

李保罗告诉记者，目前各大保险
公司要考虑开发网约车专属保险产
品，不仅仅针对车上人员和乘客，还
要针对发生事故造成的保险车辆及
第三者损失提供保障。这样网约车
车主除了购买正常的保险产品外，还
可以通过网约车平台购买专属产品。

不过，有保险专家认为，突破现
有保险条款，开设新险种，短期内并
不现实。比较现实的做法可以是，在
现有车险条款基础上，增加特别约定
条款，或者对险种和保险金额给予限
定。⑦1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河南保险业
暴雨洪涝灾害理赔款已近亿元。进入7
月以来，河南大部分地区相继出现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严重洪涝
灾害。

据统计，截至8月5日，河南省财产
险共计报案1.64万件，估损金额4.33亿
元，已决赔案0.81万件，已决理赔金额
0.9亿元。其中，车险报案1.54万件，估
损金额2.69亿元，已决赔案0.78万件，
已决理赔金额 0.79亿元。种植险报案

418 件 ，出 险 7.25 万 亩 ，估 损 金 额
644.67万元，已决赔案 196件，已决理
赔金额 122.04 万元。养殖险报案 106
件，估损金额 920 万元。企业财产保
险、工程保险和责任保险等其他财产险
报案 428件，估损金额 1.48亿元，已决
赔案 56 件，已决理赔金额 972.01 万
元。面对灾害，河南保险业紧急行动，
全力以赴投入到抢险救灾和灾后理赔，
目前已决赔案 8110件，共计支付各类
赔款9112.74万元。⑦13

河南暴雨洪涝灾害理赔款已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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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于 2016年 6月 24日收到了由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下发的
《关于设立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56
号)，并领取了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特
此公告。

机构名称：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
南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103410000
许可证流水号：0146571

成立日期：2016年6月23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机构负责人：周卫国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

路288号曼哈顿广场11号楼24层
电 话：0371-53607666
邮政编码：450008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6年6月27日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开业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