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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家央企签署
债转股框架协议
●王莉
【14 家央企签署债转股框架协议】

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昨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国资委正在积极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的探索，目前已有
36家央企有意向开展这项工作，14家企业已经签署债转
股框架协议，资金规模达 4400多亿元。
评：国企降杠杆。
【年内楼市调控措施出台近 180 次】

中原地产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9月份楼市政
策发布密集，单月合计多达 45个城市（含央行等部门）
发布了有关房地产内容政策 52次。政策密集程度超过
了 2016年 10月份。今年以来，有关房地产内容政策已
经接近 180次。
评：史无前例。
【腾讯控股的微民保险获准开业】

昨日，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获保监会批准经营保险
代理业务。北京驿码神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微民保险
57.80%股权，为第一大股东。而北京驿码神通是腾讯的全
资子公司，这也表明腾讯在保险领域再下一城。
评：微信上会卖保险吗？
【传宝马要将中国 MINI 车生产外包给长城汽车】

昨日有消息称，宝马正在磋商将 MINI汽车在华制造
业务外包给长城汽车的交易。昨日早间，长城汽车在港交
所停牌，称待发出有关澄清新闻媒体报道的公告。前一日
有报道称，长城汽车将要与宝马在国内成立合资公司，目
前已经在寻找厂址。
评：扑朔迷离。

北京晨报

317 家公司业绩
前三季有望翻倍
高增长个股走势已提前反应
北 京 晨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王 洁）10月
深两 市 多 达 1436家 上 市 公 司 公 布 2017
10日，方大化工（000818）打响沪深两市 年前三季业绩预告，968家发布业绩预增
三季报披露第一枪。受化工产品价格大涨 公告，而预计业绩翻倍及有望翻倍的公司
影响，公司交出了一份颇为亮眼的成绩 则达到 317家。换句话说，A股 3000余家
单。今年，多达 317家公司前三季度业绩 公司中，有近一成公司今年前三季度业绩
有望翻倍。
有望翻倍。
一天之后，旗滨集团（601636）和博汇纸
业绩翻倍公司中，目前，净利润预增幅度
业（600966）披露了沪市收首份三季报，两家 最高的分别是深物业 A（000011）、黑猫股份
公司业绩同样有不俗表现。其中，旗滨集团营 （002068）、海源机械 （002529）、凌钢股份
收 同 比 增 长 15.88%，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600231）、天山股份 （000877） 和京东方
90.89%；博汇纸业营收同比增长 19.69%，净 （000725），同比增幅分别为 81倍、78倍、73
利润则大增 469.6%。
倍、71倍、61倍和 45倍。由于去年同期业绩
昨天，三毛派神（000779）和中国巨石 基数较低甚至亏损，这些公司今年三季报业绩
（600176） 的三季报尾随而至。而今明两 格外扎眼。
天，披露三季报的公司将多达 18家。下
业绩高增长公司的个股走势已提前
周，三季报的披露将进入常态，每天至少 反应。数据显示，在 317只三季报业绩有
几十份业绩报告将带着投资者走过整个 望翻番的个股中，超过一半的股票 10月
份以来股价上涨。昨天，凌钢股份便再次
十月。
分析人士表示，根据经验，虽然 A股三 以涨停收盘，而 8月以来，该股累计涨幅
季报行情在力度上往往不及中报和年报，但 已接近 80%。
分析人士表示，投资者在参与三季报行情
仍有一定的投资机会。特别是那些业绩大幅
增长业绩超预期的个股，有望成为三季报行 时，基本面、市场走势都需要仔细关注。一些在
情的主角。
季报公布前走势已大幅上涨的高增长股，则需
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沪 要小心主力高位利好兑现。

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占比超过 95%

证券法二审稿拟增投资者保护专章

用情用心，练就一双慧眼
——
—记工行北京芳群园支行大堂经理王文鹤

工行北京市分行劳动竞赛服务明星、服务工
作先进个人、明星大堂经理、分行系统劳动竞赛
标兵、十佳服务个人……
从事银行大堂工作 8年，王文鹤得到的荣誉
她自己也记不清，但在她心目中，这些荣誉的分
—“谢谢”—这也是王文
——
量都抵不过两个字——
鹤这 8年来收到的最多的回复。客户的“谢谢”，
来源于她八年如一日的真挚微笑和热情服务；领
导的“谢谢”，来源于她细心坚守的业务细节；同
事的“谢谢”，来源于她高效的大堂制胜秘籍。简
单的两个字，是她 8年来用情用心，用一双洞悉
客户痛点的“慧眼”换来的。

细节立本，留一半耳朵在柜台

作为大堂经理，不仅要做好服务，还要做好
管理。大堂的高效管理关系到整个网点业务处理
的效率，王文鹤将大堂繁琐细碎的工作头绪“缕
成线、连成网”，形成一套流程化、自动化的大堂
管理技巧方法。有客户称赞：
“方庄这边人多是事
实，可芳群园这网点办业务真顺畅也不假，我从
没见过这样专业的大堂经理！”
为了实现客户口中顺畅的办理流程，王文鹤
颇下了一番功夫。她结合日常工作实际，把大堂
人员在班前、班中、班后的工作内容和服务细节
化流程化；她每日班前与“大堂小分队”开碰头
洞察如炬，直击客户痛点
会，根据每日预估客流调整大堂的人员站位和岗
提到银行的大堂经理，大多数人应该都不陌 位分配；她建立群组，通过服务细节“即拍即传”
生，因为差不多每个人都在银行大堂办理过业 的方式，及时相互提醒服务细节的改进之处；她
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堂经理的活可不是 认真记录柜台业务的最新变化，将柜台业务需要
那么好干的。
提前填写的单据细致到“每一个空格”
“每一个勾
迎来送往、引导解释、沟通协调，大堂经理是 选”，节省客户的办理时间；她“留一半耳朵在柜
个活多而累的工作，和形形色色的客户打交道， 台”，处理大堂咨询和调度的同时，也随时注意柜
需要情商、智商、脑力、体力一起上，大堂就像是 台的情况，听到柜台前的客户发出“这个业务还
网点的“交通协管员”，少了他们网点就很难有序 需要什么证件”等疑问时，及时反应，上前一步进
运转，能把这个活儿做好，不容易。
行询问，解决客户难题，协助柜台更流畅地处理
“对于银行大堂工作来说，了解客户期望、化 业务。
解客户情绪是至关重要的环节。”8年的大堂工
“做大堂工作，细节是根本，是基础中的基
作经历，让王文鹤练就了一身安抚各类客户情绪 础。”王文鹤说，比如，一个干净有序的大堂，就是
的能力。在她看来，
“客户的情绪总是由根本的诉 客户流畅体验的基础。为此，每天清晨王文鹤都
求未得到满足引起的。”在工作中，王文鹤摸索出 要检查每个屏幕、扶正每个座椅、替换每根笔芯、
自己的一套方法，她总结为：洞察客户性格，观察 装满每个糖果盅、备好每张常用凭证，日复一日
客户情绪，直击客户痛点，冷静解决问题。其中， 养成的细节习惯，为的只是让客户体验更加流
“直击客户痛点”是化解难题的关键。
畅，客户使用更加顺心。
如何“直击客户痛点”？为此，王文鹤还总结
除了注意细节，专业的业务水平也是获得客
出了具体解决客户的情绪和矛盾的“三勤”之法： 户信任的基础。因此，王文鹤熟练记忆日常的每
勤观察客户的细微情绪，勤思考客户的根本诉 项业务，每当客户对业务有疑问时，她都会给出
求，勤变通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法。
“标准词条式”的回答，罗列不同情况对应的标准
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自于她八年优质 答案，数字常常精确到分厘……
的大堂服务经验，更来自于她所练就的
用情、用心、慧眼如炬，在这个面对一线客户
一双洞察如炬的慧眼、一颗以客 的岗位上，王文鹤对待客户每一次都真心诚意，
为尊的真心。看到客户所想，想 每一次都爱客如亲，每一次都细致严谨，服务到
到客户所需，共情客户所感，才 客户心眼里，用 8年大堂经历练就的一双慧眼，
能收获客户的信赖和理解。
书写着自己平凡而温暖的工匠故事。 （王文）

北京晨报讯 （首席记者 王洁）《证券
法》作为资本市场的基本大法，不仅确立
了资本市场点发展方向，而且关系到每位
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正在修订中的《证券
法》草案二审稿，拟增加投资者保护专章。
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日前表示，正在
修订中的证券法草案二审稿拟增加投资
者保护专章，明确维护投资者权益的要
求，将涉及规范现金分红、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先行赔付制度、持续信息披露、增加
证监会投资者教育及处置系统性风险职
责等内容。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有
1.23亿投资者，持股市值低于 50万元的
中小投资者占比超过 95%。如何维护中
小投资者的参与权、回报权等合法权益，

提高其识别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是长
期以来摆在监管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但我国资本市场又处于“新兴加转
轨”阶段，违法违规案件多发高发，投资者
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业内人士表示，
很多问题的根源在于违法成本低以及投
资者权益保护不到位。
业内人士表示，与一审稿相比，投资
者对《证券法》修订二审稿的关注已不再
主要聚焦于注册制改革，而是加强投资
者权益保护。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有关
负责人也表示，下一阶段，证监会已划定
投资者保护重点工作，将围绕完善证券
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化普惠金融
服务、加强投资者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维度展开。

保监会一天发出五份监管函

五险企被要求整改自查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莉）保险行业的
监管愈发严格，保监会在 10月 11日一
连发布五份监管函，珠江人寿、上海人寿、
阳光人寿、渤海人寿及君康人寿五家公司
被要求进行整改自查，11月 30日前将整
改报告上报保监会。
保监会的监管函显示，今年年初，保
监会对各险企进行了公司治理现场评估，
并查实各公司在“三会一层”运作，关联交
易、合规与内控管理、内部审计、考核激励
等方面存在问题。五大公司均存在关联交
易管理不规范问题，涵盖资金运用关联交
易比例不合规、关联方档案不完整、关联
交易管理不规范、关联交易未识别未报
告、重大关联交易未识别未报告、关联交
易未报告等多个方面。

监管函严禁五家险企在接下来的六
个月与其关联方产生两种交易：提供借款
或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除存量关联交易
的终止行为（如到期、赎回、转让等）以外，
开展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包括现有金融
产品的续期，以及已经签署协议但未实际
支付的交易）。
在五份监管函中，只有珠江人寿未提
及关联方，其他四家险企关联方均被提
及，其中君康人寿关联方为辽宁忠旺集团
有限公司、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渤海人寿
关联方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阳光人寿关
联方为北京阳光融和置业有限公司、深圳
东方藏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诚泰融资租
赁（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人寿关联方为览
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