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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最近深圳“ 9死24伤”的车

祸调查结果显示，女司机不仅超速行

驶，该车的车险更几乎是“ 裸奔”上路，

其驾驶的宝马车仅投保了交强险。随着

肇事方司机的死亡，受害者逾千万的赔

偿金、医疗费就成了“ 烂摊子”。对于这

样的案例，有车主不免心惊：“ 我投保

的第三者责任险到底够不够？”

今年投保百万三者险量超去年
对于上述车主的忧虑，青年报记

者从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司得到一

组数据显示：201 4年，人保财险在上

海市场的家用车第三者责任险车均

投保限额为73.56万元；而今年截至目

前的家用车车主中，63.1 5%的车主投

保第三者险责任险限额达到或超过

1 00万元。对此，该公司车辆保险部相

关人士表示：“ 一方面，上海地区的伤

残和死亡赔偿标准全国最高，城市人口

每一个伤残等级的赔偿标准接近5万

元，且每年以1 0%左右的速度递增，而死

亡赔偿金则要接近1 00万元/人，如果车

主单保交强险，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的交

通事故，正常生活肯定被打乱；另一方

面，上海车主的风险意识的确要远远高

于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

不同保额差价仅为300元左右
躲过了行人也可能躲不开豪车，

行驶在路上，再谨慎也躲不开万一。

那么，作为车主，第三者责任险到底

是购买1 0万元限额、20万元限额还是

1 00万元限额合适呢？

对此，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司车

辆保险部专家指出，如果车主真正有

心认真计算一下费率可以发现，5座

的家用车商业车险打完折后，第三者

责任险50万元和1 00万元的保费差别

并不大。“ 50万元三者险的保费为

1 061 元，1 00万元三者险保费为1 383

元，而1 50万元三者险保费则为1 673

元，300元左右的差价，得到的保障却

可以翻倍。”

另外，除了作为法定保险的交强

险无可选择外，车主一定要按照风险

影响度来选择自己的车险投保险别，

依次为三者险、车上人员险、车损险，

其他的发动机单独损失险、玻璃单独

破碎险、划痕险等则次之。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昨天中国太保发布年

报，至此A股上市险企年报全部披露

完毕。与此前披露年报的几家保险公

司不同，中国太保是唯一在去年权益

类投资仓位下降的上市险企，但公司

总投资收益率却最高。

根据中国太保年报，公司去年实

现营业收入21 97.78亿元，同比增长

1 3.8%，实现净利润1 1 0.49亿元，同比

增长1 9.3%；基本每股收益1 .22元，同

比增长1 9.3%。

据披露，截至201 4年末，集团管

理资产达到91 05.42亿元，较上年末

增 长 21 .6%， 其 中 集 团 投 资 资 产

761 8.8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 4.3%；

第三方管理资产1 486.56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80.7%。

值得注意的是，太保截至201 4年

1 2月末的权益类投资资产805.82亿

元，占比1 0.6%，较201 3年1 2月末下降

了0.7!。其中股票资产290.46亿元，

占比3.8! ，同比下降0.9! ；基金

334.07亿元，同比下降0.6!；理财产

品和其他权益投资分别占比75.1 1 亿

元和1 06.1 8亿元，略有上升。

而在去年股市大热的背景下，此

前发布年报的其他险企均提升了权

益类投资仓位。中国平安的权益仓位

比例从201 3末的1 0.5%上升至201 4年

末的1 4.1 %，其中证券的配置比例从

7.1 %加至1 0%。

中国人寿权益类投资配置比例

由201 3年底的8.38%升至1 1 .23%，股

票投资占比从4.31!上升到4.52!，

基金3.1 9!上升到3.98!，其他权益

类投资从0.88!上升到2.73!。

新 华 保 险 将 股 权 投 资 增 加 至

1 1 .3%，较上年末上升3.7个百分点，

股 票 投 资 由 1 91 .1 8 亿 元 上 升 至

341 .41 亿元，同比增长78.6!，基金

由1 30.67亿元上升到223.09亿元，同

比增长70.7!。

但尽管如此，中国太保的总投资

收益却是几家公司中最高的。资料显

示，新华保险去年净投资收益率为

5.2%，总投资收益率为5.8%；中国人寿净

投资收益率为4.71%，总投资收益率为

5.36%；中国平安净投资收益率为5.3%，

总投资收益率为5.1%；中国太保净投资

收益率为5.3%，总投资收益率为6.1%。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领

域多项改革明显提速，商业银行的转

型压力进一步加大，不消耗资本、不

占用资金的资产托管业务开始成为

各家银行布局的重点业务之一。

“ 托管业务是典型的‘ 低碳业

务’，对负债和中间业务收入具有明

显拉动作用，是我行近两年发展较快

的业务。”民生银行资产托管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民生银行资产托管

规模已突破3万亿元，连续两年新增

规模均超过1 万亿元，实现业务规模

与效益的较快增长。

自2004年7月民生银行加入托管

银行的行列以来，其已成为一家托管

资格牌照齐全的专业化托管银行。在

产品创新方面，民生银行率先推出了

分级LOF基金、融资融券、沪港通、股

票质押回购等创新产品，建立了多元

化产品体系，目前已经全面覆盖公募

基金、基金专户、券商理财、信托理

财、企业年金、QDII、QFII等所有国内

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涉足的领域。同

时，其积极抢抓互联网金融发展机

遇，推出了网络交易平台资金托管业

务系统，真正做到与市场同步，以创

新驱动业务发展。

在业务拓展方面，民生银行坚持

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 双轮驱动”，

201 4年末，民生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规模达到763.57亿元，基金专户（ 专

项）托管规模达6400亿元，居全行业

第一位。在券商期货方面，民生银行与

30余家证券期货客户建立了业务合作

关系，201 4年末全行券商理财托管规

模突破4300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31 %。在资产证券化方面，201 4年末民

生银行共托管了6家机构发起的9期产

品，总规模达到61 9.45亿元，新增产品

数量和规模均居行业第一。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昨天保监会网站发布消

息，提示关于一款“ 贴条险”手机APP的

潜在风险，并明确类似的手机软件不是

保险，也不是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

据保监会披露，近日一款手机APP

推出的“ 贴条险”服务引发了消费者

热议，有消费者因此认为：“ 我违章被

贴条了，由保险买单，真好啊。”而事实

上，“ 贴条险” 只是打着保险旗号的

“ 李鬼”，保监会明确其与保险并不沾

边，不属于保险的概念范畴，也并非投

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法律关系，仅仅是

利用保险的外衣进行商业宣传，很容

易误导消费者，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

务必擦亮双眼，避免不必要风险和损

失。保监会将对相关情况作进一步调

查，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据保监会目前掌握的情况，“ 贴

条险”的经营主体是一家网络科技公

司，不具备经营保险业务的资质，也

并非保险公司经营行为。

另外保监会指出，保险的精神实质

是风险管理，具有“ 经济补偿、资金融

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既是一种经济

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法律关系，而“ 贴

条险” 实质上是减少了违法者的违法

成本，是一种不良的服务形式，也是一

种不良的营销方式，与保险精神不符。

保监会提醒，近年来，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手机APP应运而生，

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

潜在巨大风险。请广大消费者务必警

惕“ 贴条险”以下风险：一是“ 贴条险”

并非保险，同时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

受《 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二

是购买“ 贴条险”需要消费者提供手

机号码、车牌、车主等信息，存在较大的

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三是“ 贴条险”概

念模糊，极易误导消费者，消费纠纷隐

患多，消费维权难度大。

保险公司年报披露完毕

中国太保权益投资收益居首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上周五，锡镍期货在上

海期货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相较于

上市首日的价格，昨日，锡镍价格出

现一定幅度的下跌。

对于镍、锡期货的上市交易，国

务院参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

长陈全训表示，伴随着有色金属产业

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有色金属期货

市场也实现了健康发展，为实体产业

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锡期货的缺

位，使得国内锡生产、流通与消费企

业在应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时缺

乏有效的避险工具。云南锡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高文翔指出，上期所此

次推出锡期货品种，有利于优化锡的

价格形成机制，在国际锡市场争取更

大的话语权，也有利于增强上下游企

业对价格波动风险的控制能力，还可

以为生产商、贸易商提供更为多元的

成交方式及价格参照，从而促进锡资

源的合理配置与市场供求的平衡。

此外，镍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金属

之一，我国镍产业的发展需要拥有中

国定价权的期货市场。金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营销公司副总经理鲍兴旺表

示，镍价格波动剧烈，金川集团作为国

内最大的镍冶炼企业，对上市镍期货

品种存在强烈的需求。镍期货的上市，

将有利于促进镍行业市场化定价机制

的形成，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有效

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企业控制采购

成本和锁定经营利润，促进市场资源的

合理配置，保障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沪上逾六成私家车主投保百万三者险

多交300元 保障可翻倍

上期所再添两个新品种

镍、锡期货上周五成功上市

保监会：“ 贴条险”不是保险

发力“ 低碳业务”

民生银行打造全能型托管银行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