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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 ，
给老人一个心安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
银行监管评级办法》，
《办法》设置
了九项监管评级要素，将监管评级
结果分为 1 至 6 级和 S 级，对评级
较差银行将采取风险纠正措施，注
重“早期介入”。

9 月 22 日，银保监会发布了最
新的 《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
《办法》共五章二十七条，包括总
则、评级要素与评级方法、评级程
序、
评级结果运用、附则。
《办法》规定的商业银行监管
评级要素一共 9 项，分别是资本充
足（15%）、资产质量（15%）、公司
治理与管理质量（20%）、
盈利状况
（5%）、流动性风险（15%）、市场
风险（10%）、数据治理（5%）、信
息科技风险（10%）、机构差异化要
素（5%）。其中，数据治理和机构差
异化要素是新增的评级要素。《办
法》还将原“管理质量”要素修改
为 “公司治理与管理质量”，为 9
项要素中占比最高。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传
统的“CAMELS+”银行评级体系
一般包括 7 项要素，分别为资本充
足（C）、资产质量（A）、管理质量
（M）、盈利状况（E）、流动性风险
（L）、市场风险（S）和信息科技风
险 （I）。 《 办 法 》 在 借 鉴
“CAMELS+”体系的基础上，结合
当前银行风险特征和监管重点，对
评级要素作了以下优化：一是突出
公司治理的作用，将“管理质量”
要素修改为 “公司治理与管理质
量”，加大对银行机构公司治理状
况的监管关注，引导银行将改进公
司治理作为防范化解风险的治本
之策。二是强调数据治理的重要

/ 视觉中国
性，增加“数据治理”要素，把数据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为评判
银行风险管理状况的基础性因素，
加大数据治理监管力度。三是合理
体现机构差异化状况，增加“机构
差异化要素”，充分反映不同类型
银行机构的风险特征，据此实施差
异化监管。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
析称，新增“数据治理”要素表明，
下一步监管部门将加大数据治理监
管力度，提高商业银行数据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并以此作为评判银
行风险管理状况的基础。而新增的
“机构差异化要素” 有助于进一步
实施差异化监管。

在评级结果上，
《办法》 提出，
商业银行监管评级结果分为 1-6
级和 S 级，其中，
1 级进一步细分为

市工行助力债券通 “南向通 ”业务成功落地

晨报讯

9 月 24 日 ， 债 券 通
“南向通”业务正式启动，
作为首批
试点机构，工商银行发挥集团综合
服务优势，做好“南向通”交易、托
管、清算、做市等全链条服务，各类
业务顺利开展，交易平稳有序。工
商银行上海分行积极承担 “南向
通”业务落地行职能，交易首日配
合总行完成了境内投资者首批“南
向通”业务的投资结算、结售汇交
易等服务。

“南向通” 业务是今年我国金
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便利内地投资者有序配置全球债
券，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稳步实现高
水平双向开放。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积极落实总行战略部署，加强与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以及在沪金融
基础设施沟通，积极对接各类金融
机构投资者，内外联动做好“南向
通”业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服
务，助力“南向通”业务成功落地。

A、B 两个档次，2-4 级进一步细分
为 A、
B、C 三个档次。评级结果为
1-6 级的，数值越大反映机构风险
越大，需要越高程度的监管关注。
正处于重组、被接管、
实施市场退出
等情况的商业银行经监管机构认定
后直接列为 S 级，不参加当年监管
评级。
如果综合评级结果为 1 级，表
示银行在各方面都是健全的，发现
的问题较轻且能够在日常运营中解
决，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如
果综合评级结果为 5 级和 6 级，表
示银行为高风险机构。
评级程序方面，
《办法》 明确，
商业银行的监管评级周期为一年，
评价期间为上一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评级工作原则上应
于每年 3 月底前完成。商业银行监
管评级程序包括年度评级方案制
定、信息收集、初评、复评、审核、结
果反馈与分析、
动态调整、后评价等
环节。

《办法》 还明确了实施评级结
果级别限制规定和动态调整机制。
对于核心监管指标不满足 “底线
性”监管要求，出现党的建设严重
弱化、公司治理严重不足、发生重大
涉刑案件、财务或数据造假问题严
重等重大负面因素严重影响机构稳
健经营，风险化解明显不力、
重要监
管政策和要求落实不到位等情况的
银行，监管机构可以对按评级要素
打分得出的评级初步结果进行调
整，限制评级结果的级别。在年度评
级之间，对于风险或管理状况发生
重大变化的银行，监管机构在充分
事前评估、制定完善工作方案的基
础上，可按照规定程序对银行最近
一次监管评级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增强监管评级的时效性和敏感度，
为及时、有效采取相应监管措施提
供依据。
对于监管评级结果，
《办法》明
确，监管机构可以根据监管评级结
果，
依法采取相关监管措施和行动。
既要关注评级较好银行可能存在的
弱点和风险苗头，加大监管跟踪和
风险提示；也要对评级较差银行及
时采取风险纠正措施，注重“早期
介入”，避免风险恶化、蔓延，防止
风险隐患演变为严重问题；而对于
已经出现信用危机、严重影响银行
消费者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及金融
秩序稳定的银行，则应稳妥制定实
施风险处置方案，根据具体情况，按
程序依法安排重组、实行接管或实
施市场退出。
《办法》明确，商业银行监管评
级结果原则上仅供监管机构内部使
用。由于监管评级结果不予公示，
东
亚前海证券表示，短期市场反应上
影响较为有限。

上海农商银行发行首款普惠客户专属理财产品

晨报讯

为积极践行普惠金融
的核心战略，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
务效能，近日上海农商银行成功发
行首款普惠客户专属“季季鑫利”
理财产品。本次小微客户认购占比
近 80%，客户涵盖三农、科创、制造
业及物流等多个行业及产业。
本次发行的普惠客户专属
“季季鑫利”理财产品认申购起点
金额为 1 万元，按季度定期开放、
定期分红，有效满足公司客户短期

理财需要，通过降低投资门槛、提
高开放频率，兼顾客户收益和流动
性需求，有效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
效能。同时，产品将坚持审慎稳健
的投资风格，利用投资策略指导投
资运作，采用优质固收资产打底，
以期获取更为稳健的收益。此次普
惠客户专属“季季鑫利”理财产品
是上海农商银行秉持普惠金融定
位，满足细分客群产品需求的又一
举措。

晨报讯

每月 10 日 是 全 市
退休职工发放退休工资的日子，
这一天各家银行门口常常人头攒
动，很多老年客户都前去领取现
金。9 月 10 日，建行上海复兴路
支行也接待了这样一位前来柜面
取现的老年客户，细心的网点员
工发现，老人每月 10 日都准时
前来网点将存折内所有资金全部
取出，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建行员
工了解到，老人家是听别人说把
钱放银行不安全，担心自己的钱
以后会取不出来，虽然并不急着
用钱，但本着落袋为安的传统观
念，每个月还是坚持将工资全部
取出藏在家中。
业务办理结束后，大堂经理
请老人来到网点内的“劳动者港
湾”，向老人发放了存款保险宣
传折页和明白卡，耐心细致地介
绍了存款保险的相关权益，再三
向老人说明现金存放在家中存在
一定的安全风险，存入银行可以
受到存款保险的保障，更适合老
年朋友。通过一番解释，老人终于
清楚了解到存款保险的意义，表
示今后还是更愿意将存款放在银
行。临走前他索要了几张折页和
明白卡，并表示：
“带几张宣传折
页回去向老伙伴们宣传一下！”
存款保险制度是 国 家 通 过
立法的形式，设立专门的存款保
险基金。当个别金融机构经营出
现问题时，依照规定对存款人进
行及时偿付，保障存款人权益。
自 2015 年 5 月 1 日 正 式 发 布
后，
《存款保险条例》 对银行业
稳定运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也为广大居民的存款设置了
一道安全防火墙。为了让更多民
众了解到存款保险的内涵，建行
上海市分行近年来积极做好存
保宣传工作，立足网点、扎根社
区、深入企业，将宣传辐射半径
不断扩展。
建行上海复兴路支行的事例
是建行存款保险宣传中的一个缩
影，
对于老年朋友而言，信息爆炸
带来的既有生活上的便利，但同
时也让他们更难辨真假，建设银
行始终坚持业务发展的同时，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填补群众金融
知识盲区，消除客户与银行间的
沟壑，
让金融知识“触手可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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