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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河北最大担保公司河
北融投陷入危机一事，再次在
网贷业内引发去担保热议，但
业界对此话题讨论的结果是，
担保依然是P 2P行业头号增信
手段。

P2P研究机构棕榈树CEO洪
自华表示，虽然河北融投事件再
一次给了网贷行业敲响了警钟，
但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P2P行
业还是少不了必要的增信手段。
同时，目前投资人还是倾向于接
受担保这种增信模式。

一方面，担保是P2P行业难以
舍弃的最主要的增信手段；另一
方面，担保又因为风险事件频发
而饱受质疑。这种看似矛盾的事
实，凸显出当前P2P行业还没有更
好的、可普及的增信方式出现。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如(平台
的)备付金账户放到银行托管，可
解决信息披露及监管问题，这也
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保险模式难以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模式作
为取代担保的一种增信手段，曾被
寄予厚望，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发
展，始终未成主流。“目前在P2P行
业，真正的履约险极少，几乎举不
出例子来。有许多平台宣传和保险
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保险公司进
行承包，但多数是宣传大于实际。”
联金所运营总监刘哲说。

刘哲表示，目前P2P平台与保
险公司的合作一般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保险公司对平台的信
息安全承包，比如平台受到黑客
攻击，保险公司对平台的损失进
行理赔；另一种是平台为借款人
买了人身保险，当借款人出现人
身意外时才理赔。但平台往往存
在误导宣传或者信息披露不准确
的情况，使投资人误以为是履约
保险。

事实上，网贷行业真正做到
履约保险的极少。有种情况可能
做到，就是项目来自保险公司，保
险公司反过来承保。

以号称中国首家由保险公司
承保的网贷平台财路通为例，其
称与国寿财险进行合作，包括借
款人人身意外险和针对平台成交
总额的履约责任险。但国寿财险
一位内部人士近日透露，国寿财
险与财路通的合作仅限于意外
险。“据我所知，只有极少项目能
够买到履约险。比如少数核心企
业的优质保理业务，并且只接受
明保。”洪自华表示。

据了解，曾被热捧的保险增
信模式，也越来越失去它的光环。

“保险(增信)在P2P这个行业之所
以难以普及，主要原因在于风险
和收益不匹配。P2P行业风险很
高，但保费一般来说比较低，所以
保险公司缺乏积极性。”刘哲说。
不过，洪自华认为，在具备一定条

件下，保险这种增信手段有可能
在网贷行业普及起来，这个条件
就是资产的风险是可测的。

备付金制度亦有缺陷

事实上，除了担保、保险，P2P
平台可能的增信手段还有备付金
制度和资金托管，尤其是银行资
金托管。

对备付金制度，洪自华认为
理论上是可行的，“不管资产质量
如何，只要备付率与坏账率匹配，
理论上风险可控。但实际上，平台
坏账到底有多高，没有透明的数
据。而平台本身有扩张的动机，这
和备付金的充足性具有天然的矛
盾。所以目前来看，备付金实际的
作用有限。”

刘哲也认为，备付金的缺陷
在于信息披露与监管上，比如平
台声称有一定数额的备付金，但
这个备付金在平台账户里，随时

可调动，所以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并未得到真正的保障。

刘哲表示，如果(平台的)备
付金账户放到银行托管，就可以
解决信息披露与监管的问题。“最
好的办法当然是能够实现所有资
金都在银行托管。”

不过，某银行人士向记者透
露，目前虽然有多家银行对互联
网金融的资金托管感兴趣，并完
成了系统开发，但因为监管政策
不太明朗，因而一直持观望态度。

此外，行业内“去担保化”的
呼声也日渐升高。所谓“去担保
化”，指P2P平台自身不为投资者
提供担保，而只作为信息中介，撮
合投融资双方交易。据悉，陆金所
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逐步推
行“去担保化”。亦有业内人士称，

“去担保化”是P2P行业的必然趋
势，因为担保也有风险，平台需要
具有缓释风险的能力才能继续下
去。 (杨珏轩)

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的保
险保障需求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国
内市场对于老年群体养老和健康保障
的相对缺乏——— 面对这一市场矛盾，
新华保险在今年4月一举推出了全系
列老年产品：“康寿长乐”养老年金保
险、“康健长青”防癌疾病保险、以及

“康健长安”意外伤害附加险，给予老
年群体全方位保障。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
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
老龄化阶段。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
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 . 12亿,占总
人口的15 . 5%，未来5年中国将平均每
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但是目前市场
上可供老年人投保的保险产品少之又
少，多数产品尤其是健康险，出于风险
大、成本高的原因，将客户购买年龄限
制在60/65岁以下。

作为全国寿险三甲的新华保险在
2011年明确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
转型路径，专注于寿险市场，围绕客户
全生命周期提供保险保障服务。社会
城镇化、老龄化这两大趋势被纳入到
新华保险的整体战略考量当中，继而
发展了“新华家园”老年社区和“新华
健康”健康管理产业。“康寿长乐”和

“康健长青”是公司在寿险领域面向老
年人这一细分市场的突破创新，从而
使新华保险“全生命周期”产品和服务
体系更加完善。

这两款产品的投保年龄最高可以
到70周岁。“康寿长乐”养老年金保险
交费形式灵活，利益明确，可以终身领
取养老金。“康健长青”防癌疾病保险
是面向这一癌症高发年龄段的专项防
癌保险，免体检，对轻症癌症与癌症均
有保障。这两款产品还可以附加“附加
康健长安意外伤害保险”以及“附加康

健长安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让老年人
的保险保障更加全面。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现代人养老
的观念是不仅要长寿，更要良好的生
活品质和健康的体格。新华保险在老
年保险领域精耕细作，既是公司坚定
不移深耕寿险产业的体现，更是以实
际行动践行一家保险公司的社会责
任。

关注更多新华保险信息，请扫描
关注新华保险微信公众号：

新新华华保保险险推推出出老老年年专专属属保保险险
最高投保年龄可至70岁

服务号

“新华保险”

订阅号

“新华保险直通车”

近日，山东保监局举
办第二届社会监督员聘
任仪式。据悉，本届聘任
的二十位监督员分别来
自大学、媒体、仲裁委等
不同行业。

山东保监局局长孙
建宁在仪式上指出，近年
来，中国保监会把保护
保险消费者权益工作作
为重中之重，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山东保
监局进一步明确做“消
费者权益维护者”的监
管定位，以建立社会监
督员制度为契机，以保
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为天

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让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得到切实保障。

据悉，我省保险社会
监 督 员 聘 任 工 作始于
2012年。建立保险社会监
督员队伍以来，成功搭建
了一个监管机构与社会
各界、与广大消费者沟通
交流的渠道，在帮助监管
机构了解社会各界对保
险业的评价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增进了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透明
度。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员 马峻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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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保险业聘任

第二届社会监督员

上周五，中国保监会
副主席王祖继一番关于
地震保险推进情况的言
论，成为市场关注的对
象。24日，由北京大学中
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CCISSR)和北大经
济学院举办了第12届北
大塞瑟论坛。中国保监会
副主席王祖继在论坛上
做了主题为“关于保险业
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
之间的关系”的发言。

当问及我国巨灾保
险推进情况时，王祖继
称，地震、沿海台风，包括

农业的洪灾等等，都是巨
灾保险范畴，要逐步推
出，有序推进，先推出地
震巨灾保险。地震巨灾保
险全国系统化推出还需
要一定时间，保监会已在
云南、深圳等有条件的地
方先推试点。

“地震保险的条例也
要做；再一个是建立巨灾
基金。所以，巨灾保险很重
要，但很复杂，但是我们会
抓紧推进，如当前住房地
震保险已经开始试点了，
我们会单项制度逐步推
进。”王祖继表示。(卢晓平)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有序推进地震巨灾险

本以为在牛市的冲
击下，“宝宝”类货基的规
模大幅瘦身，但让人意外
的是“宝宝”类货基在一
季度表现出了更加顽强
的生命力，今年一季度货
币基金整体规模依然稳
健增长了152 . 45亿元。

好买基金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货基整体规
模达到22066 . 78亿元，
较 2 0 1 4 年 四 季 度 的
21914 . 33亿元，增长了
152 . 45亿元。记者注意
到，货币基金之所以保
持稳健的规模涨势，与

“宝宝”类货基在一季度
强劲吸金不无关系。最
为引人注目的“宝宝”类
货基鼻祖余额宝，今年
一季度的规模还在迅速

扩张。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3月底，余额宝规模已
经达到7117 . 24亿元，相
对2014年年末增1328亿
元，环比增幅达23%。

除了余额宝之外，
兴全添利宝是一季度货
基规模增长的第二名，
净申购规模达到147 . 26
亿元。此外，华夏财富宝
货币、招商招钱宝货币B
一季度的净申购规模也
均超过百亿元，分别为
131 . 89亿元和109 . 69亿
元。

据统计，一季度前20
名货币基金净申购规模
榜单中，以“T+0”交易为
主的“宝宝”类货币基金
占据了15只。

(宋娅 苏长春)

“宝宝”类产品吸金能力不减

据悉，“小轻新”版光大理财夜市
自3月27日一经推出，立即引爆新老客
户投资热情，短短5天时间，两款夜市
产品即宣告售罄，销售额突破13亿元，
掀起理财夜市又一个抢购热潮。

光大理财夜市诞生于2012年4月，
开启了银行延时服务不间断、晚上8点
再开市、理财收益节节高和金牌理财
师实时在线咨询四大特点，深受客户
欢迎。本次光大理财夜市经过“小轻

新”化改造，使投资者在光大官网可一
键购买专属高收益e理财产品，提升了
服务效率。在手机银行同步开设的e理
财购买服务，更使拇指族也可轻松享
受理财升值的乐趣。同时推出的资金
归集专属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最高达5 . 88%，实现了高收益、定向邀
请和精准服务三合一。

“此次理财夜市的轻新归来，是光
大电子银行为满足客户理财需求，通

过整合优质资源、创新服务流程、实现
精准化服务体验的又一次服务升级。
随着光大银行对互联网金融研究的不
断深入，将进一步推出符合大众生活
习惯和财务需求的
及时、便捷、高价值
的金融服务，让普
惠 金 融 成 为 新 常
态”，光大银行相关
负责人说。

光光大大理理财财夜夜市市55天天销销售售额额破破1133亿亿

今年以来，市场风格再度转向，成
长股再成领涨主力军。与此同时，主动
管理型偏股基金在持股风格上也有所
调整，尤其是去年业绩亏损的基金，其
换股特征及收益情况备受关注。记者
注意到，14只去年亏损的偏股基金今
年以来平均回报率高达61 . 71%，这些
基金在今年一季度换掉了44%的重仓
股。

“去年的业绩亏损，增加了基金经
理调仓换股的动力。”北京一基金分析
师表示，最重要的是这些曾经亏损的
基金经过换股后，成功踏准了近几个
月的市场节奏。

记者重点观察了这14只偏股基金
一季度重仓股的变化情况，新进的53
只股票中，有22只为互联网、电子制
造、信息技术等电子信息类股，占比超
四成。电子信息板块年内平均涨幅已
经超过100%，是今年以来所有板块的
领头羊。

11只亏损股基年内跻身前1/3

上周，上证指数在4400点徘徊，截
至 上 周 末 该 指 数 年 内 累 计 上 涨

35 . 83%，其中，代表成长股的创业板指
数、中小板指数同期分别大涨85 . 81%、
62 . 78%；而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指
数年内涨幅为24 . 88%，沪深300指数同
期涨幅为33 . 08%。显然，成长股再次占
领股市城头。记者发现，去年业绩亏损
的14只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借助今
年的风格转换，成功实现了业绩大翻
身。14只业绩亏损的偏股基金去年平
均回报率为-5 . 16%，而今年以来平均
回报率已经高达61 . 71%。

据WIND资讯最新统计，农银汇理
策略精选去年回报率为-15 . 52%，在
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中位居倒数第
一，但今年以来回报率则达53 . 61%，远
远跑赢大盘；上投摩根内需动力、广发
核心精选，去年分别以-12 . 3 5%、-
8 . 54%的回报率位居同类业绩榜单倒
数第2名、倒数第3名，今年以来回报率
则分别达65 . 35%、70 . 60%；业绩扭转
力度最大的基金是融通领先成长，去
年回报率为-0 . 55%，而今年以来则已
经斩获87 . 77%的回报率。

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 1 4只基
金中有11只成功跻身年内业绩榜单
前1/3。

四成新进股薅住“羊头”

在A股风格转向的同时，基金经理
也在积极调仓换股以期能踏准市场节
奏。记者重点观察了14只去年业绩亏
损的偏股基金的一季报，发现其新进
股有四成属于互联网、电子制造、信息
技术等电子信息类股，而此类股票今
年以来领涨A股。

据WIND资讯最新统计，14只去年
亏损的偏股基金有140个重仓股席位，
增持股占据45席，减仓股占据24席，平
仓股占10席，而新进股则有61席，新进
股席位占重仓股总席位的43 . 57%。

不过，由于不同基金的重仓股有
一定重叠性，记者注意到，14只基金
的新进重仓股合计为53只，这些股票
去年净利润同比平均增幅为69 . 87%，
成长性突出。从行业的角度看，53只
新进股中有2 2只为互联网、电子制
造、信息技术等电子信息类股，占比
为41 . 51%。电子信息板块年内平均涨
幅已经超过100%，是今年以来所有板
块的领头羊。

(赵学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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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只去年亏损股基年内平均收益61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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