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远见       Insights远见       Insights

安邦保险集团的风险及其处置再次对我国保险业敲响了警钟，在保险与金融不
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保险业面临的风险形势依然严峻，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仍将是保险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

文  |  郭金龙   朱晶晶

透视保险业风险 
从安邦变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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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公告，批准

由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险保障基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化集团）、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共同出资设

立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家

保险集团），注册资本 203.6 亿元。大家保险集

团将依法受让安邦人寿、安邦养老和安邦资管

的股权，并设立大家财险，依法受让安邦财险

的部分保险业务、资产和负债。安邦保险集团

将只负责存量保单兑付工作，不再开展新业务，

安邦保险集团正式成为历史。大家保险集团的

成立标志着对安邦保险集团的风险处置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果。对安邦保险集团进行安全、有

序、平稳的风险处置关系到整个保险业的稳定，

也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基本要求。 

安邦被接管始末 
安邦保险集团是由成立于 2004 年的安邦财

险逐步发展起来的。2009 年，安邦财险收购了

和谐健康，获得了健康险的经营权限。2010 年，

安邦人寿正式成立。2011 年，安邦财险进行集

团化改组，并通过收购取得了成都农村商业银

行 35% 的股权，同年安邦资产管理公司成立。

安邦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发展成为拥有寿险、财

产险、意外健康险、养老险、银行和资产管理

牌照的综合性保险集团。2014 年之后，安邦保

险集团迅速扩张，到 2017 年，安邦保险集团已

经成为国内第三大保险集团。2018 年初，由于

安邦保险集团的虚假增资以及潜在的偿付能力

问题，监管部门对安邦保险集团进行了接管并

开始进行风险处置工作。在对安邦保险集团进

行接管前，原保监会在 2017 年 6 月就派工作组

进驻安邦保险集团，督促安邦保险集团改善经

营管理。2018 年 2 月，原保监会正式决定对安

邦保险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为一年，由监

管部门成立的工作组全面接管安邦保险集团经

营管理。 

2018 年 4 月，保险保障基金向安邦注资

608.04 亿元，安邦保险集团的注册资本维持 619

亿元。保险保障基金注资后，安邦保险集团的

主要股东为：上汽集团 ( 持股比例 1.22%)、中

石化集团（持股比例 0.55%）和保险保障基金公

司（持股比例 98.23%）。2019 年 2 月，中国银

保监会决定将安邦保险集团接管期限延长一年

至 2020 年 2 月 22 日。2019 年 4 月，经中国银

保监会批准，接管工作组将安邦保险集团的注

册资本减少至 415.39 亿元。 

2019 年 7 月，保险保障基金和中石化集团、

上汽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大家保险集团，注册资

本 203.6 亿元，并依法受让安邦人寿、安邦养老

和安邦资管的股权，同时设立大家财险，依法

受让安邦财险的部分保险业务、资产和负债。

至此，曾经的安邦保险集团已经正式成为历史，

由大家保险集团取代。 

大家保险集团的成立是安邦保险集团风险

处置过程的阶段性成果，目前保险保障基金仍

持有大家保险集团的主要股份。保险保障基金

是根据《保险法》和《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缴纳形成的行业风险救助基金，集中管

理，统筹使用，用于救助保单持有人、保单受

让公司或者处置保险业风险。维持保险保障基

金余额的充足性是保险业风险防范的最后一道

屏障。因此，遴选并引入优质的资本作为新公

司的战略性股东，实现保险保障基金的安全有

序退出是后续风险处置的关键工作之一。战略

性股东的遴选工作需要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此前保险保障基金分别在 2007 年和 2011 年对

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保险进行控股，直到 2011

年和 2018 年实现完全退出。优质的战略性股东

对于大家保险集团未来的发展也十分重要，是

大家保险集团能够真正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 

激进的投资给安
邦带来了多方面
的风险，其中以
资产负债错配风
险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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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金及投资款占总负债的比例都超过了 20%，

2016 年则高达 51.6%。从安邦人寿公布的产品

信息来看，其万能险产品主要以两全保险和终

身寿险为主，两全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 3~5

年，终身寿险也大都在 5 年后免收退保手续费，

有的在 1 年或 2 年以后就免收退保手续费，因

此这部分负债的久期实际上是比较短的。安邦

人寿的年报数据显示，2014 年和 2015 年的长期

股权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都在 30% 以上，2016

年也有 19%，这部分投资是为了获取长期收益，

与短期负债之间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风险。其

次还有流动性错配风险，如果万能险的结算利

率无法达到投保人的预期，则可能会产生较大

规模的退保行为，造成流动性风险。海外投资

也面临着更多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

带来的风险。由于安邦人寿的保费收入来自国

内，却持有大量的海外资产，因此资产与负债

之间存在币种不匹配，存在汇率风险以及政治

风险等。 

安邦保险集团激进的产品和投资策略反映

出一些进入保险业的资本对保险业的客观发展

规律认识不足，试图将保险作为低成本的资金

来源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从而导致经营活

动脱离了保险的本源，并最终酿成风险。 

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其自身的经营也

面临诸多的风险，只有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

风险的累积、爆发、被处置 
安邦保险集团从快速发展到被大家保险集

团所取代的过程，是一个风险逐渐累积、爆发

并被处置的过程。2012 年以来，我国保险业监

管在“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总思路下，给

予了市场主体在前端产品和投资上更大的自主

权，并主要通过事中和事后监管防范风险，守

住风险底线。这对市场主体的风险治理和管控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不

完善、风险意识和管控能力较弱的安邦保险集

团，无疑加剧了其风险的累积。 

在被接管之前，安邦保险集团因为其在海

内外激进的投资活动而受到关注。海外市场上，

安邦保险集团在 2014 年先后收购了美国华尔道

夫酒店、比利时 FIDEA 保险公司和德尔塔劳埃

德银行，总花费约 150 亿元人民币。国内市场上，

安邦保险集团通过“万能险账户”在股票市场

上频频买入上市公司股票。2014 年至 2017 年期

间，被安邦举牌或邻近举牌的上市公司有十家，

安邦所持有股权份额较大或成为其最大股东的

上市公司有 21 家，共持有近 1705 亿元的 A 股

市值，其持有的上市公司以银行、地产行业为主。 

激进的投资给安邦带来了多方面的风险，

其中以资产负债错配风险最为显著。首先是期

限错配的风险。安邦人寿 2015 年和 2016 年的

万能险增长十分迅速，2014 年和 2015 年其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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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 年安邦人寿资产负债情况

＞ 数据来源：安邦人寿各年度年报

（单位：亿元人）

年份 

2014 

2015 

2016

负债合计 

760.17 

2063.19 

5182.48

占比 

21.48% 

24.97% 

51.60% 

资产合计 

1195.29 

2561.98 

5738.09 

长期股权投资 

548.71 

942.57 

1106.42 

占比 

45.91% 

36.79% 

19.28%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163.28 

515.08 

26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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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监管部门应
当加强对资产端
和资本端的穿透
式监管，识别保
险公司的真实风
险，从而使偿付
能力监管发挥风
险预警功能。 

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简称偿二代）》，

2015 年 2 月 17 日开始“偿二代”进入正式试运

营阶段，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2016 年

3 月原保监会发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

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5 月原保监

会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

机构评定数据收集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展D-SII

评定数据收集工作；2018 年 3 月，原保监会发

布《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规则（1-5 号）》，

旨在防范资产负债错配风险，提升保险公司资

产负债管理能力，我国保险业防范风险的政策

和措施逐步完善。 

在现有基础上，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资产端和资本端的穿透式监管，识别保险公司

的真实风险，从而使偿付能力监管发挥风险预

警功能，守住风险底线；监管部门还应当进一

步完善和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提高保险公

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防范资产负债错配风

险。此外，保险监管部门应当构建保险业审慎

监管框架，持续加强对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

监管，完善对系统性重要保险机构的识别和监

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在风险处置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退

出机制，在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允

许问题公司通过破产等方式退出市场。 

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保险业来说，面对日益

复杂的风险环境，在经营上应当始终坚持“保

险姓保”的发展理念，着力发展保障型业务，

使保险回归风险保障本源，切实服务于广大人

民的风险保障需求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在

管理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风

险管理意识，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坚决守住

风险底线，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做到与风险共舞，才能维持保险业长期健康

稳定的发展。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

保险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传统风险，

通过影响资产或负债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

力。比如我国保险业早期曾经历的利差损风

险，对行业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保险公司

还面临公司治理风险、激进的经营风险等管

理层面的风险，这在安邦保险集团的案例中

已经有所体现。 

在此前被接管的新华人寿案例中，由于“内

部人控制”导致其资本严重不足被接管。而中

华联合案例中，其为了扩张规模采取激进的经

营策略，导致连年亏损，最终因偿付能力严重

不足被接管。 

此外，随着保险服务领域的拓宽，保险业

务与其他金融行业不断融合，保险公司也面临

着跨市场、跨区域、跨行业的风险传染。比如

2016 年浙商财险的“侨兴债”事件中，保险公

司通过信用保证保险参与到企业的债券融资当

中，不料企业违约给浙商财险造成了严重的损

失，严重危及了后者的偿付能力。 

保险业需警钟长鸣 
安邦保险集团的风险及其处置再次对我国

保险业敲响了警钟，在保险与金融不断融合发

展的背景下，保险业面临的风险形势依然严峻，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仍将是保险监管部门的重

要工作任务。 

当前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已经建立了市场行

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和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

管的现代保险监管“三支柱”框架，以及以公

司内控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资

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

段、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的保险业风险防范

的五道“防线”。 

原保监会在 2012 年初发布《中国第二代偿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