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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7 年第 1 号 《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由 2007 年 5 月 11 日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该办法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保险许可证的管理，规范保险业许可活动，维护保险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负责保险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在中国保监会授权范围内行使保险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职权。

第三条 中国保监会遵循依法、公开、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建立保险许可证监督管理制度。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下列保险类机构，应当依法取得保险许可证：

（一）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控股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

（二）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四）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机构、保险公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五）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保险类机构。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许可证包括下列几种类型：

（一）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和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二）保险营销服务许可证；

（三）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

（四）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F%9D%E9%99%A9%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391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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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F%9D%E9%99%A9%E6%B3%95/843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8%A1%8C%E6%94%BF%E8%AE%B8%E5%8F%AF%E6%B3%95/6571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F%9D%E9%99%A9%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39170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9%99%A9%E8%B5%84%E4%BA%A7%E7%AE%A1%E7%90%86%E5%85%AC%E5%8F%B8/29706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9%99%A9%E4%BB%A3%E7%90%86%E6%9C%BA%E6%9E%84/460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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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9%99%A9%E5%85%BC%E4%B8%9A%E4%BB%A3%E7%90%86%E6%9C%BA%E6%9E%84/7351356


中尚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整理 第 2 页 共 6 页

（五）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

（六）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和经营保险资产管理业务许可证。

第六条 保险许可证由中国保监会统一设计和印制。未经中国保监会授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

设计、印制、发放、收缴和扣押保险许可证。

第七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许可证实行分级管理。

第八条 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下列机构保险许可证的送达和更换：

（一）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分支机构；

（三）保险代理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四）保险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五）保险公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六）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第九条 保险许可证记载下列内容：

（一）机构名称；

（二）机构编码；

（三）机构住所；

（四）机构业务范围；

（五）机构地域范围；

（六）行政许可决定日期；

（七）颁发许可证日期；

（八）发证机关。

保险许可证加盖中国保监会印章方可生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9%99%A9%E5%85%AC%E4%BC%B0/97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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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保险类机构实行全国统一编码。中国保监会按照保险类机构的编码打印保险许可证。

保险许可证的机构编码实行永久制。保险许可证记载事项变更、有效期届满、遗失或者破损，保险

类机构申请领取新许可证的，新许可证继续沿用原机构编码。

保险类机构性质变更、跨地区迁址或者依法终止的，该机构编码自动作废。

第十一条 保险许可证记载事项的内容应当与行政许可决定文件的内容保持一致。

第十二条 中国保监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需要颁发保险许可证的，应当向行政许可申请人颁发保

险许可证。

中国保监会应当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日起 10 日内，将行政许可决定与保险许可证同时送达行政

许可申请人。

第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送达行政许可决定、保险许可证，应当直接送达，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邮寄

送达。

中国保监会直接送达的，必须有送达回证，由行政许可申请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收到日期、签名或

者盖章。邮寄送达的，必须保留邮寄凭证。邮寄凭证上注明的邮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十四条 中国保监会直接送达或者邮寄送达行政许可决定有困难的，可以公告送达。中国保监会公告

送达行政许可决定的，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2 个月，即视为送达。

行政许可申请人应当自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公告送达之日起 2 个月内，向中国保监会领取保险许可

证。逾期不领取的，行政许可决定和保险许可证自动失效。

第十五条 保险类机构应当妥善保管保险许可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出租、转借、转让保险许可证。

第十六条 保险类机构应当将保险许可证原件放置于营业场所显著位置，以备查验。

第十七条 中国保监会应当加强保险许可证的信息管理，建立完整的机构管理档案系统，依法披露保险

许可证的有关信息。

第十八条 保险许可证记载事项发生变更的，保险类机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缴回原证，并领取新保险许

可证。

前款所称事项变更须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保险类机构应当自批准决定作出之日起 2 个月内向中国

保监会领取新保险许可证；前款所称变更事项不需要中国保监会批准的，保险类机构应当自变更事项发

生之日起 1 个月内向中国保监会领取新保险许可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AE%E5%AF%84%E9%80%81%E8%BE%BE/4364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AE%E5%AF%84%E9%80%81%E8%BE%BE/4364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1%E8%BE%BE%E5%9B%9E%E8%AF%81/4366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AE%E5%AF%84%E9%80%81%E8%BE%BE/43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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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下列保险类机构的保险许可证不设定期限：

（一）保险控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二）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三）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四）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除上述保险类机构外，其他保险类机构保险许可证的有效期按照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保险许可证有效期满，保险类机构需要延续保险许可证有效期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

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

中国保监会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中国保监会准予保险类机构延续

保险许可证有效期的，保险类机构应当自收到准予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保监会缴回原证，并领取

新保险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保险许可证损毁的，保险类机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缴回原证，并领取新保险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保险许可证遗失的，保险类机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 10 日内在中国保监会指定的报纸上声

明作废，并持书面说明及声明作废的相关材料向中国保监会重新申领。

第二十三条 保险类机构向中国保监会领取新保险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许可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二）保险类机构介绍信或者委托书；

（三）领取许可证人员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四条 保险类机构收到保险许可证或者因许可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而领取新保险许可证的，应当

自收到或者领取保险许可证之日起 20 日内在中国保监会指定的报纸上进行公告。

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保险许可证记载事项；

（二）保险类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

（三）保险类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9%99%A9%E8%B5%84%E4%BA%A7%E7%AE%A1%E7%90%86%E5%85%AC%E5%8F%B8/29706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7%94%E6%89%98%E4%B9%A6/130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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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类机构的住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第二十五条 保险类机构应当自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依法宣告破产之日起 15 日内，向中国保监会缴

回保险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应当依法办理保险许可证的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

（一）保险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保险类机构依法终止的；

（三）保险许可被撤销、撤回或者保险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中国保监会应当定期销毁缴回的保险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保险类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3万元

以下罚款：

（一）保险许可证记载的内容发生变更，未按规定缴回原证并领取新保险许可证的；

（二）遗失保险许可证后未按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报告的；

（三）未按规定在营业场所放置保险许可证的；

（四）未按本办法规定在报纸上登载公告的。

第二十九条 保险类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

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处以 5000 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伪造、变造、出租、转借、转让保险许可证的；

（二）使用过期或者失效保险许可证的。

第三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有关期限，除以月表示的以外，均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3%E4%BB%A4%E6%94%B9%E6%AD%A3/110246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1%E4%BA%8B%E8%B4%A3%E4%BB%BB/5147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AE%9A%E8%8A%82%E5%81%87%E6%97%A5/44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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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文件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7 年第 1 号 《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已经 2007 年 5 月 11 日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F%9D%E9%99%A9%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1%98%E4%BC%9A/39170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F%9D%E9%99%A9/7766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F%9D%E9%99%A9/77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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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应当依法办理保险许可证的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七条  中国保监会应当定期销毁缴回的保险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保险类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保险类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中国保监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有关期限，除以月表示的以外，均以工作日计算，不含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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