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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打造
“极速、智能”用户体验

日前，中国平安发布了金融
行业第一份用户体验白皮书—
《2016年度中国金融行业用户体
验及NPS白皮书》，内容显示，以
NPS为度量的各金融行业用户体
验水平近几年不断提升，但行业
内仍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在此
用户体验洞察之上，中国平安率
先在产寿险、养老险、信用卡、陆
金所等联合推出“极速、智能”服
务，提升客户在“医、食、住、行”等
场景中的金融消费体验。

平安人寿推“闪赔”服务
从白皮书内容来看，人身险

行业的 NPS 最高为 25%，最低
为-4%，车险行业NPS最高值为
26%，最低为6%，各品牌口碑差
异大；信用卡行业 NPS 最高值
22%，最低为9%，跨度较大，在第
三方支付普及的当下，用卡的方
便性以及其后续还款等相关服
务仍然是客户使用信用卡的必
要基础；互联网金融行业NPS最
高值15%，最低仅为3%，各平台
体验良莠不齐，随着同业竞争进
入体验经营时代，这就要求互联
网金融平台产品丰富、支持多种
场景及移动化以及值得信赖的
安全保障。

在此用户体验洞察之上，中
国平安推出产寿险、陆金所、信
用卡及养老险的极速、智能服
务。具体来看，2017年，平安人
寿在服务领域进行全新升级，利
用移动互联前沿技术实现“闪
赔”，为客户提供“30分钟、极速
理赔、一触即发”的极致服务。

闪赔，是指客户通过平安金

管家APP进行在线理赔申请，30
分钟内即可赔款到账，其特点是
极致的“快”和“简单”。平安人
寿通过流程创新与优化，应用大
数据、数据模型分析、联网征信、
智能理赔等一系列新科技，依托
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减免8-
10项理赔申请纸质资料，打造
极速“闪赔”服务体验。

目前每天 2000 名理赔客
户，在 30分钟内获得赔款，享
受最快达3分钟的“闪赔极致体
验”。今年，平安人寿将有超过
50万的理赔客户体验到“闪赔”
服务，未来这个数字还将持续提
升，预计2019年可达200万。

信用卡流通卡量已逾2500万张
平安信用卡通过业内首创

的实时人工交互审批，使客户线
上申请过程中无需提供任何证
明和资质材料，只需简单填写几
项个人基本信息，即可快速完成
核卡动作。客户线上成功提交
办卡申请信息后，优质客户最快
8秒就能获悉申请结果，真正实
现在 APP“一键办卡，秒速审
批”，全面提高办卡审核效率的
同时提升客户体验。

截至目前，平安信用卡流通
卡量已逾2500万张，其中已有
大量客户享受了“一键办卡，秒
速审批”服务。

此外，陆金所将通过线上对
用户使用场景和流程的分析、梳
理，并结合大数据，提前发现用
户使用流程中的“败点、断点、不
安点”，再采取措施优化流程，主
动触达用户。 广告

“一季度税收收入增长较
快，主要是因为与税收关联度较
大的经济指标表现积极，特别是
受PPI上涨较快带动，这也反映
了宏观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
算司副司长郑小英20日在一季
度税收新闻通报会上说。

据郑小英介绍，按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后，中央与地方增值
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对去年执
行数调整后的新口径计算，今年
一季度，中央级和地方级税收收
入分别为15441亿元和17876
亿元，分别增长11.1%和12.4%。

“一季度税收收入反映了经
济发展中的一些亮点。”郑小英

说，现代服务业税收增长强劲，
显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
取得成效；第二产业税收增长加
快，显示实体经济情况好转；重
点区域税收增势较好，显示国家
战略实施效果继续显现。

据介绍，一季度，第三产业
税收收入占比达到55.7%，超过
第二产业11.6个百分点，反映
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
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税收收入
增长强劲，互联网服务、信息技
术服务等信息产业蓬勃发展，税
收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61.4% 和
42.1% ；文 化 产 业 税 收 增 长
17.4%，其中新闻和出版业税收
增长23.7%。

一季度，第二产业税收增长
15.7%，比2016年全年增幅提高
16.4个百分点，反映市场环境
趋好，供求关系改善，实体经济
情况好转。其中，高端装备制造
业税收继续较快增长，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汽车、通信设备制
造 业 税 收 分 别 增 长 24.1% 、
15.6%、18.9%和17.1%。

一季度，京津冀地区税收增
长 17.1%，比全国平均增幅高
5.3 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的
11个省市中有7个省市税收增
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互联
网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税
收分别增长44.8%和56.6%。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对于贵州茅台隐藏
利润45.66亿元，或为方便做股
权激励的市场传闻，贵州茅台昨
天回应称，目前尚未启动股权激
励相关工作，不存在为股权激励
截留利润。

贵州茅台表示，因为贵州省
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未出台相关
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所以目前
尚未启动股权激励有关工作。

有关市场质疑的隐藏利润，
贵州茅台还从预收款等方面做
出了进一步解释。

此前贵州茅台发布的2016
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实现营业
收 入 388.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99%；实现净利润 167.18 亿
元，同比增长7.84%。预收款刷
新历史纪录，截至去年底，公司
预收账款达到175.41亿元，较
2015年末增长123%，

贵州茅台将去年末预收款
的高企归因于产品市场整体
供不应求，公司称，自 2012 年
白酒行业深度调整以来，公司
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努力实
现市场转型、消费转型，使茅
台酒、系列酒消费群体不断扩
大，到 2016 年供不应求开始
出现。“2016 年，经销商从打
款到提货需要两个月甚至更
长时间。”其中，由于去年三
季度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基
酒不足，经销商按计划打款，

造成去年三季度预收账款大
幅增加；四季度基酒供应充足，
供销基本平衡，四季度预收账
款基本与三季度持平。公司还
表示，因茅台酒产能限制，公司
库存产成品主要是系列酒及准
备 2017 年 1 月上市的鸡年生
肖酒。

此外，对被质疑的消费税
问题，贵州茅台表示，主要是
2015 年 12 月下发的贵州省消
费税标准，导致公司消费税税
基提高，消费税增幅较大。年
报显示，2016 年公司消费税
发生 50.95 亿元，较上年同比
增长约 105%，增长幅度超过
了此前市场对公司营业税金
增长的预期。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网上流传着
一张由上交所给中泰证券开出
的市场监察警示函，起因是指定
交易在中泰证券的一个账户，于
4月17日在交易金隅股份的过
程中，存在高买低卖日内反向交
易的异常交易行为。记者从相
关渠道获悉，这份市场监察警示
函属实。但券商高管表示，表面
上是在警示券商，但实际上是针
对交易账户的正常警示函，这属
于市场正常监察行为。

根据上交所开出的市场监
察警示函，中泰证券这位客户在
17日交易金隅股份时，存在高
买低卖日内交易的异常行为。
由于A股实行的是T+1交易制
度，这里所说的日内卖出，指的
是限时高位加仓，在股票下跌的
过程中，卖出了前期已经持有的
金隅股份。而且近期不仅中泰
证券，光大证券等也收到类似警

示函。上交所称，如果该账户今
后继续出现异常交易行为，将视
情况对该账户采取进一步监管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暂停当日交
易、列为重点监控账户、限制账
户交易、认定为不合格证券账户
等。

正常投资中，每个人都希望
能够低买高卖，高买低卖，其实
是“犯傻”行为，但为何会吸引监
管层的警示呢？

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来说散
户投资者高买低卖追涨杀跌，一
般不会引来监管，但达到一定的
量，影响了市场就会引来监管层
的关注。比如2016年初，交易
所监控发现，沪股通标的股票

“小商品城”成交明显放大，股价
涨势明显高于上证综指涨势。
而数据分析显示，来自香港的证
券账户与开立在内地的某些证
券账户相互配合，频繁自买自
卖、高买低卖，连续拉抬后反向
卖出，有操纵市场的重大嫌疑。

上交所开出市场监察警示函
券商账户高买低卖被警示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今年税收数据

一季度我国税收同比增长11.8%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云南白药控股有
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宣
告顺利完成，云南白药官网发
文称，随着混改完成，将以真正
的市场竞争主体向千亿级企业
目标进发。。

本次混改在去年12月底正
式签约启动，据云南白药披露，
新华都集团对云南白药控股单
方进行增资，使得交易完成后实
现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分别
持有白药控股50%股权，增资额
约为254亿元。云南白药控股
的股权结构从过去云南省国资
委持有100%股权，变更为目前

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集团各
持有其50%股权。

而最新云南白药控股有限
公司完成董监高人员的改选，
董事会共 4 人，其中紫金矿业
前总裁王建华出任董事长，新
华都集团董事总裁陈春花入选
董事，上市公司云南白药董事
长王明辉担任白药控股总经
理。招商证券分析，民营资本
在董事会占据微弱优势，云南
白药控股层面的 4 位董事中，
王建华和陈春花是代表新华
都，汪戎和纳鹏杰是代表云南
省国资委，董事席位50%：50%，
与股权比例一致，但由于王建
华担任云南白药控股董事长，

认为新华都实际上在白药控股
有微弱优势领先于国有资本，
这也表明本次混改，云南省国
资委确实下定决心做强做优做
大云南白药，突破了绝对控股
的要求。

云南白药官网发文透露，在
云南白药总部召开云南白药控
股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干
部大会，云南省国资委负责人宣
读了相关人员免职文件。其中，
云南白药控股高管将不再保留
省属国企领导身份和职级待遇，
新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按市
场化方式选聘，标志云南白药控
股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按程序完
成所有重大改制步骤。

贵州茅台回应市场传闻
不存在为股权激励截留利润

云南白药控股完成混改
民营资本方代表出任董事长

■关注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映经济。记者20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

到，今年一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33317亿元（已扣减出
口退税），比上年同期增长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