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平安在北京召开
主题为“移动互联车生活”中国
首届车主生态峰会，并联动旗下
平安产险启动了首个专为车主定
制的节日——— 平安车主节。会
上，平安产险展示了构建移动互
联车生活的最新“利器”——— 平
安好车主APP 3 . 0版和车险口袋
理赔服务。

平安产险董事长兼CEO孙
建 平 表示， 经 历 了 “ 传 统 渠
道、产品导向”的1 . 0时代和
“ 渠 道 改 革 、 科 技 驱 动 ” 的
2 . 0 时代 ， 平 安 产 险 在 集 团
“综合金融+”和“互联网+”
的综合指引下，通过科技和互
联网开启开放、合作、共享的
3 . 0时代。平安产险未来将不
再局限于内部的资源整合，而
是将“互联网+车生活”的发
展模式向全行业开放，携手集
团内外部合作伙伴，共同利用
新科技，打造更加强大的、开
放式互联网车生活平台。具体
来 讲 ， 好 车 主 A P P 3 . 0 版 上
线，涵盖“车保险、车服务、
车生活”，为更多车主提供一
站式用 车 生 活 消 费 服 务 ； 另
外，利用科技和移动互联网颠
覆客户的理赔体验，口袋理赔
在 业 内首度实现 在 线 自 助 理
赔，当车主发生车险事故，通
过好车主App等移动平台完成
“点选出险经过-拍照-选择修
理厂”三个步骤，即可完成复
杂的理赔流程。

平安产险首推

开放式车生活平台

截至2015年12月末，中国光大
银行信用卡年度交易额突破1万亿
元，创下了该行历史年度交易新
高。

据介绍，2015年光大银行借助
信用卡产品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以及
国内消费不断升级，紧跟客户消费
需求，加强业务创新，从三方面入
手打造了全新的客户用卡体验。

其一是拥抱互联网，加强跨界
合作。2015年，光大银行应用前沿
互联网技术对多重服务进行了革新
升级，如“光大e退税”解除了持

卡人境外消费退税的各种麻烦 ;
“云闪付”业务只需手机轻轻一
刷，即可完成便捷安全的支付等。
同时，光大银行与优酷、京东、快
的打车、考拉征信等多个优质企业
牵手，推出了包括光大优酷联名信
用卡、信盈联名信用卡等各具特色
的新型跨界产品，满足了客户的多
元化需求。

其二是推出多重超值优惠，覆
盖全球。光大银行拓展国内知名连
锁餐饮、超市、百货等优质商户，
推出了“光大10元惠”、“光大白

金百元优享”等丰富多彩的超值优
惠活动。并于2015年末推出“2016
光大环球优惠季”主题活动，为客
户准备了一系列的境外消费折扣、
减免等惊喜项目。

其三是光大银行建立了多种电
子化还款渠道和还款形式，方便用
户及时还款，如微信平台、APP客
户端等。从还款时间、金额
等方面设置了不同量级的个
性化方案，用户可自行决定
适合自己的还款形式，解除
了客户的后顾之忧。

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以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各界的共
识，光大信用卡交易额突破万亿大
关正是信用消费促进内需的显现。
未来，国家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仍
需信用卡的全面发力，光大银行信
用卡会有更大的舞台和发展空间。

2015年光大银行信用卡交易额破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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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鹤唳中的P2P等互联网金
融，可能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骤雨式
的清理整顿。而这场飓风的风暴眼，
已经率先在深圳酝酿。

深圳暂停新增互联网金融企业
商事注册登记，此消息流传已久。

“全部暂停了，都已经实施好长时间
了。”1月11日，深圳金融办副主任肖
志家确认了这一消息。目前，深圳金
融办还在制定方案，对存量平台也
将进行清理。

“不是以后P2P公司不能注册
了，而是要在备案制出来之后，按流
程规范办理。”业内人士说，深圳金
融办的思路是停增量、清存量，以备
案制为入口，对新增平台实施规范，
同时制定方案，可能借助评级等方
案，对存量平台实施清理整顿。

控制新增平台

肖志家称，目前深圳全市新增
的互联网企业注册登记、已申请但
尚未完成的全部暂停。

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年12月
31日发出通知，根据深圳金融办相
关函件，自今年1月1日起，该市新增
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商事登记注册
时，行业用语为“互联网金融服务”、

经营范围表述为“依托互联网等技
术手段，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的，均
不再核准。上述通知内容显示，已在
网上申请商事登记注册的此类互联
网金融企业，1月1日尚未核准的，也
不再办理登记。

深圳市场监管局还称，深圳市
金融办等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
新的管理办法，重新明确登记及后
续备案程序，待有关文件下发后，将
按照新的政策要求进行登记。1月4
日，上述通知在网络社交工具上出
现后迅速传播。但迄今为止，深圳金
融办、深圳市场监管局，均未正式公
布该文件。

“所有互联网金融新平台的注
册登记都停止了，并不仅仅限于
P2P行业。”深圳某P2P平台人士称，
除了P2P平台，新增股权众筹平台
也在暂停登记注册之列，其原因则
是去年底出台的《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下称《办法》)。

据多名业内人士透露，至少在
上述文件传出之前，深圳就已对新
增互联网金融企业暂停注册登记。
大概从2015年10月开始，只要名称
中带有“金融服务”字样，就已经无
法完成登记注册，上述文件不过是

监管细则公开后，政府部门之间的
正式公文传达。

存量将迎整顿风暴

对于包含P2P在内的互联网金
融行业来说，除了暂停新增注册，已
经成立的企业也将迎来一场暴风骤
雨式的监管行动。企业若想继续存
续，首要关口就是能通过监管部门
的备案。“可是很多平台都不知道究
竟是在做什么，有些平台18个月的
过渡期之后，还是没办法合规，很有
可能在过渡期内闯下乱子，这是我
们最为担心的。”业内人士说，如何
避免存量平台利用过渡期违规经
营，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暂停新增
平台注册，只能防范新出现的问题，
对于已注册平台存在的问题，仍然
无法解决。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仍
是亟待解决的心腹之患。根据网贷
之家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12月底，
P2P网贷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
3858家，其中累计问题平台为1263
家。仅2015年12月，全国P2P就新增
问题平台106家，其中跑路型平台占
比达到52 . 83%。

“浑水摸鱼的企业一大把，甚至

可以说欺诈横行，不整顿怎么行？”
对于业内的上述担忧，地方监管部
门已经开始酝酿措施。

肖志家称，除了暂停新增注册，
对于已经注册的互联网金融企业，
还将按标准进行清理、整顿。目前，
深圳金融办正在研究清理、整顿的
具体方案，但他并未透露方案内容。

根据目前的思路，可能会对平
台打分评级，评级内容包括企业注
册资金、股东实力、经营年限、业务
规模、人员构成等方面，并根据评级
情况，对企业采取不同监管措施。

上述说法并未得到深圳金融办
确认。肖志家称，相关方案目前正在抓
紧制定中，新增平台注册暂停期限、清
理整顿时间等均无具体时间表。

业内专家认为，对于一些业务
确实存在问题，且难以通过自行整
改实现合规的平台，评级时其问题
必将暴露，最终无法通过备案而被
清理出互联网金融行业，从而改变
当前行业的乱象。

“只有割除毒瘤，将业务逐步规
范，行业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业
内人士说，预计将有大量平台遭到
清理，企业数量有所下降，呈现出数
量收缩的局面，从而促使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高。 (依才)

P2P监管风暴来临 深圳停增量清存量

近年，在农业中占主要地位的
畜牧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而且
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畜
牧业在发展中容易受到疫情、自然
灾害、意外等因素的作用，影响养殖
户的利益。农业保险的出现，让农户
在受灾之时，得到一部分赔偿，已是
相当的安慰。在这之中，同时遭受市
场左右的生猪养殖，受到的保险效
用尤为突出。

为了缓解养猪户在生猪养殖过
程中和售卖时所受损失，能繁母猪
和育肥猪保险以及生猪价格指数保
险顺势而出。

生猪养殖

有了有效避险工具

2007年，国家支持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能繁母猪重大病害、自然灾
害、意外事故等保险制度。之后，育
肥猪的相关保险制度也开始试点。

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险是国家
政策性惠农保险。能繁母猪交付60
元/头的保费，其中政府补贴80%，
即48元，养殖户只需交纳12元，属于
责任理赔范围内的死亡母猪，每头
可获得1000元的赔付；育肥猪保险
费30元/头, 其中政府补贴80%，
即24元，养殖户只需交纳6元，于责
任理赔范围内的死亡母猪，每头可

获得500元的赔付。
2015年，安华农业保险济南中

心支公司在济南推展开承保的能繁
母猪保险和育肥猪保险，成功承保
了商河县十二个乡镇和两个养殖企
业的育肥猪和能繁母猪保险，共承
保能繁母猪和育肥猪9 . 9万头，为
831户养殖户提供了高达5382 . 05万
的保险保障。

自2015年11月份承保至目前，
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育
肥猪出险702头，共支付赔款19 . 74
万元，能繁母猪出险22头，共支付赔
款2 . 2万元。为济南市养殖户规避
市场价格风险及养殖风险提供了有
效的避险工具。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

养殖户有了定心丸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也就是生
猪平均价格指数低于保险责任约定
的价格指数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
保险公司将按合同进行赔偿。

从2014年开始，安华农业保险
公司开始在山东推广生猪价格指数
保险，作为济南市第一家“吃螃蟹”
的养殖户，长清的养猪户靳卫兰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给1000头生猪买
了保险。

“当时一头猪的保费是12元，一

共花了1 . 2万元，以前只知道给猪
买保险可以保生死、保疫病，不知道
还能保价格。”靳卫兰称。

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负责人介
绍：“我们是以猪粮比价为保险标
的，当猪粮比低于6:1时，视同发生
保险事故，启动理赔程序，猪粮比每
下降0 . 01个百分点，每头猪赔付2
元。”

2014年，猪肉价格走低，肉贱伤
农。养猪户靳卫兰在这样低迷的行
情下没有觉得太难过，因为她买了
保险。2015年4月，作为济南首个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理赔案例，靳卫兰
收到了安华保险11 . 2万元理赔款，
这“等于保了本”。

价格指数保险补贴

或能推开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在肉价低
迷的时候，给了养殖户一颗定心丸，

然而，由于目前的生猪价格指数保
险没有政府补贴，需要养殖户自己
承担费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项
保险的推开，也不利于养殖户和养
殖市场的稳定发展。

2015年靳卫兰又给9000头猪买
了保险,每头猪的保费从12元涨到
15元,她说，“真希望政府能给补贴
一些,养殖户才坚持得下去。”如今,
靳卫兰梦想成真了。

安华保险济南中心支公司农险
负责人王士强介绍，2015年年底，山
东省物价局发布，为保障生猪养殖
收益，帮助养殖户规避价格风险，完
善生猪价格形成机制，确定开展生
猪目标价格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对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实行政府补贴,
补贴比例占保费的80%,养殖户只
需承担20%。

这下可把靳卫兰乐坏了。根据
政策，农户拿两成保费，各级政府补
贴八成。算下来，为一头猪买一年期
保险，养猪户只要掏3元钱即可。对
于连续投保的，还可适当享受费率
优惠。

安华保险有限公司是首家全国
性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为“三农”
提供生产、生活基本保障服务。承保
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和生猪价格
指数保险，是安华农业保险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财金记者王丛丛 通讯员王
士强 苏丹 韩修玉)

近年来，保险业一直走在关
爱弱势群体公益行动的前列。为
以绵薄之力唤起人间真情，2015
年12月14日，恒安标准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及下辖济南
中支成立了“恒爱一生爱心协
会”，希望用爱心擎起“保险有
大爱”的旗帜。

据了解，该协会的宗旨为
“恒爱一生，保险有大爱；回馈
社会，人间传真情”。协会成立
后，将由该公司全体员工每月捐
出月工资的 1 %，建立爱心基
金，定期向社会福利机构、贫困
山区小学、弱势群体等需要帮扶
的社会团体及单位进行物资捐
助。

2015年12月29日，恒爱一生
爱心协会成功组织了第一次爱心
公益活动，活动的第一站选择了
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突泉村
的济南市儿童福利院，本着“新
年穿新衣”的想法，重点给孩子
们选购了一批羽绒服，此外还购
买了湿巾、尿不湿、洗衣液、洗
发露、沐浴露等物品，为孩子们
送去了恒安标准人寿员工的一片
片爱心。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该公司将继续开展更多的
公益活动，并期待更多的客户、
员工与社会同仁共同关注社会弱
势群体，众志成城，不断弘扬公
益理念，传递社会正能量。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
员 马涛)

关注弱势群体 汇集保险大爱

济南恒安保险

创建爱心基金

财金播报

只有想不到 没有保不到

关注济南特色保险

多少年来，“看天吃饭”都是农业的典型标志。由于农业基
础比较脆弱，农民承受风险能力较差。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产业
结构的调整，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推进也意味着高投入、高风
险的来临，农民们更期待拥有一把“保险伞”。保险公司为切实
抓好生猪保险工作，构建新型生猪产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生
猪生产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增收、牧业增效、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行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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