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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19 份监管函砸向财险公司
保监会：有些保险产品已异化成对赌工具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莉）昨日，保监
会网站上挂出 19份监管函，据了解，这
是保监会近日针对问题产品向 19家财
险公司下发的监管函。保监会称，当前一
些财险产品被异化成为公司违法违规、扰
乱市场的工具，甚至成为对赌工具。
保监会责令这 19家财险公司应立
即进行产品全面自查和认真整改，对问题
产品责令停止使用，并对其中情节严重的
10家公司要求在三个月内禁止备案新的
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农险产品除外）。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以来，保监会部
署开展财险公司备案产品专项整治工作。
前期 84家财险公司在自查整改阶段发
现问题产品 8495个。中国保监会结合公
司自查整改情况以及日常监管情况，发现
19家检查对象存在问题产品 1672个。
保监会表示，当前一些财产保险产品
被异化成为公司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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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具体来说，有的财险公司产品创新偏
离了保险主业，盲目追求与大资管和互联
网金融的接轨，片面突出产品的短期、高
频、高收益和理财特性，背离了保险保障
和稳健经营的要求。有些公司产品创新
违背了保险利益原则、损失补偿原则等基
本保险原理，开发承保投机风险、赌博风
险的保险产品，保险产品异化成对赌工
具，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有些公司将产品创新错误理解为
炒作概念和制造噱头，产品创新主要为了
吸引眼球、制造话题，忽视了保险产品本
身的保险保障功能作用，销售过程中搏出
位，理赔时不能发挥风险转移功能，造成
保险纠纷，损害了行业形象。还有些保险
产品定价不合理，没有遵循精算原理，费
率调整随意性较大，预定损失率和费用率
倒挂，个别产品费用率高达 90％，严重损
害消费者利益。

这些险企收到了监管函

监管函涉及的财险企业包括：建信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日本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信
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华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
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安盟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安责
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北京晨报记者 王莉

A 股温和上涨静待春节
机构继续看好白马股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王洁）春节的
脚步越来越近了，A股也逐渐进入平静。
昨天，沪深股市继续温和上扬，加上亚太
股市的进一步反弹，全球股市全面回暖。
昨天早晨一开盘，上证综指就高开高
走，在证券、保险等板块的带动下，大盘一
路上攻 3200点整数关口。上证 50指数
也是持续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近 3％。尽
管午后沪深指数均有所回落，创业板指甚
至一度翻绿，但一直到收盘，A股几大指
数仍顽强收红。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 3184.96
点，上涨 30.83点，涨幅 0.98％；深证成指
报 10362.43点，上涨 70.55点，涨幅
0.69％；上证 50指数收于 2852.72点，上
涨 47.51点，涨幅 1.69％；创业板指报
1648.58点，上涨 0.51点，涨幅 0.03％。
昨天，亚太股市也整体出现反弹。日
经 225指数早盘上扬涨逾 1％，但午后转
跌，截至收盘，该指数下跌 0.6％，报

21244.68点 ； 香 港 恒 生 指 数 收 于
29839.53点 ， 上 涨 379.9点 ， 涨 幅
1.29％；韩国 KOSPI指数涨 0.41％，报
2395.19点。
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A股在
春节前后具备红包效应。国金证券研究
了近 10年上证综指春节前后的表现指
出，春节前一周，上证综指 10年有 8年
上涨，仅 2008年、2014年未涨；而春节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盘上涨和下跌的
次数是 6：4，整体呈现交投清淡，指数呈
平稳态势。
前海开源基金公司执行总经理杨德
龙则继续看好白马股。他指出，春节前大
盘将获得充分调整，节后随着资金回流，
A股有望逐步反弹。如果持有优质蓝筹
股和真正的成长股，不必过度担心市场的
短期震荡。但如果投资人持有的是绩差股
和高估值小盘股，建议及早卖出或者趁机
调仓换股。

新华保险北京分公司新春公益在行动！
2月 12日，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新华 的感情。
保险北京分公司员工代表携带新春祝福与食
活动当日，由员工代表组成的公益志愿
品、书籍等慰问品，前往顺义区光爱学校面向 者，在孩子们的带领下走进校园的每一个角
全体留校师生开展公益慰问活动，协助解决 落，了解学校的最新近况与师生节日期间的
学校师生日常物资开支的实际困难，并为孩 具体安排；为了丰富学生们的年俗常识，本次
子们送去了一份特别的关爱。
活动以“华满光爱 臻爱相伴”为主题，陪伴孩
光爱学校作为新华保险北京分公司的重 子们品读中国节日相关民俗故事，汲取书中
点扶持项目，是一所非营利的民间教育慈善 上进的力量，开启无尽的想象，活动最后，员
机构，专门收留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孤 工代表携全校师生共同张贴福字对联等新春
残儿童，特困儿童，实行全免费寄宿制。为将 挂饰，增添了校园节日氛围，为孩子们提前带
公益做深做透，新华北分在对学校连续七年 去了一个年味十足的春节！
物资扶持的基础上，也非常关注孩子们的精
今后，新华保险北京分公司将持续关注
神培育，努力调整与升华公益活动的长远意 光爱学校，更好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始终致
义，提升学生视野的宽度、深度，注重心理素 力于打造一家有温度、更暖心的精品寿险公
（雪玲）
质方面的引导，与这里的孩子们培养了深厚 司而不断努力前行。

人民币汇率再度出现下跌
起起伏伏双向波动或将成为常态
北京晨报讯（记者 姜樊）今年以来，
人民币汇率起起伏伏似乎已经成为常
态。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出现下
跌，不管是中间价还是盘中价格，都再度
下跌 200余基点。
数据显示，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为 6.3247，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246个基点。盘中也同样延续了下跌的
走势，至北京晨报记者截稿时，人民币汇
率最低跌至 6.3475，较开盘价下跌了
226个基点。
虽然在 2月 9日时在岸人民币汇率
有所回升，但本周一午后，在岸、离岸人
民币双双走低。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在 1
小时内下跌近 200个点，最低至约
6.3220元水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在 1
小时也走低约 260点，最低至约 6.3370

元。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与美元指数走
势有关系。近日，美元指数出现了些许反
弹，这成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走势
的原因之一。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表示，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也会越来越
大，不会再如以前一样单边变化或者稳
定在某一个区间。“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
越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年波幅可能
也会达到 10％左右。而外贸企业也应该
加强对汇率风险的防范与对冲。”交通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表示，过去那种
赌人民币单边升值和贬值的思维方式都
是不合适的，在未来人民币不大会有很
强的升值态势，但也不会出现此前大幅
贬值的态势，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
持人民币基本稳定。

养元饮品上市次日跌停
难改最熊次新股命运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琼）上市之路
一波三折的养元饮品排除万难终于上市
了，不过上市次日跌停的局面让不少中
签者大跌眼镜。改写了新股接连涨停局
面的养元饮品不仅创新股最少涨停纪
录，也被投资者戏称为“最熊次新股”。
作为 2015年 11月 IPO重启之后
的第二高价股，2月 12日养元饮品以
78.73元的高价登陆 A股，不过就中签者
开始憧憬“新春红包”之时，在公司上市
第二个交易日，公司股价遭遇跌停，与其
他新股上市至少八个涨停相比，养元饮
品这种上市次日跌停的局面比较罕见。
凭借“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这
句广告语，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
公司出产的“六个核桃”在十年间将销售
额从 3000万元飙升至近百亿元，成为核

桃乳品类的行业老大。不过，养元饮品的
上市之路却一波三折。2011年，养元饮品
首次向证监会提交 IPO申请，在上会前
夕，因“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落实 ”，
证监会发审委取消了对养元饮品的审
核，随后养元饮品多次冲击 A股均未果。
2017年 10月，养元饮品再向 A股发起
冲击，不过在 2017年 11月 10日被暂缓
表决。被暂缓表决时隔一个月后，2017年
12月 12日养元饮品终于成功过会。
分析人士指出，高价发行的新股在
上市遭遇爆炒后，如果公司的业绩增速
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面临很大的投资
风险。从 2015年起，严重依靠六个核桃
这一单品的养元饮品业绩增速放缓迹象
明显，且行业同质化严重的现象越来越
突出。

平安与华为在智慧城市等领域战略合作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莉）中国平安与
个省市在政务、教育、房产、环保等智慧
华为日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 城市领域建设开展合作。
慧城市、云业务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除了智慧城市领域，华为自 2017年
双方高层领导将组成“战略合作指 成立 CloudBU以来大力发展的华为云
导委员会”，并成立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专 业务也是此次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
家合作小组，联合起草智慧城市顶层设
计以及相应解决方案。
作为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联盟成员，
平安集团已系统性地搭建出智慧城市建
设的整体解决方案——
—平安智慧城市云
平台。经过多年布局，目前平安已经与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