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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再起波澜，还有潜力可挖？

近日，在国际奥委会第六届
峰会上，国际奥委会代表讨论了
电子竞技的快速发展，同意将其
视为一项“运动”。与此同时，英
雄联盟等电竞赛事也在我国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
电竞市场规模达 504.6 亿元，
2017上半年产值已突破360亿
元，同比增长43.2%。业内预测，
全球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政策
红利的释放、资本竞相布局将触
发我国电竞产业千亿级市场的
形成。

政策方面，自2016年起，中
国电竞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2016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
等24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
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
案》，提出将电子竞技游戏游艺
赛事列入十大转型升级消费行
动，并鼓励开展电子竞技、游戏
游艺赛事活动。同年7月，在国
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产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中，强调以电
子竞技等新兴运动项目为重点，
引导具有消费引领性的健身休
闲项目发展。同时，文化部、教
育部等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动
电竞发展的政策。

市场方面，借力网络媒体传
播，2017年迎来了电竞赛事影
响力的井喷式爆发。KPL职业
联赛春季赛刷新了 21 亿次观
赛、1500万用户参与、250万玩
家订阅的惊人数据。英雄联盟
总决赛期间甚至出现了一票难
求的情况。

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
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2016 中国电竞产业报告》显
示，2016年中国电子竞技游戏
的市场规模已达504亿元，增幅
34.7%，其中移动电竞收入171
亿元，并以187%的增幅成为最
具潜力的游戏细分领域。由中
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

版 工 作 委 员 会 组 织 编 写 的
《2017年上半年中国游戏产业
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
国电子竞技游戏市场实际销售
收入突破359.9亿元，同比增长
43.2%，占整个游戏市场的比例
为36.1%。

业内分析，359.9亿元仅是
上半年游戏销售市场规模，即已
接近2016年全年电子竞技游戏
504亿元的市场规模。如果加
上职业俱乐部、赛事组织方、直
播平台等电竞产业链的上下游
企业产值，2017年我国电子竞
技产业整体规模有望突破900
亿元。

全球电竞市场的蓬勃发展、
国内政策红利的释放、资本竞相
布局，将助推电竞产业链的逐步
完善，以及生态系统的形成。由
腾讯、网易、完美世界等企业提
供的游戏内容版权是整个移动
电竞产业链条的核心环节。由
赛事主办方、职业选手、俱乐部
等组成内容生产方，聚合粉丝效
应，再交由赛事执行进行系统专
业的内容制作，然后由电视直播
平台、电子竞技媒体、游戏直播
平台等渠道进行传播，最后触达
用户。

随着电竞行业规模的扩大，
部分上下游板块趋于成熟，行业
格局初现。其中，电竞直播行业
洗牌基本完成；电竞经纪公司受
限于稀缺的头部资源，业务规模
化难度增加。

此外，与传统体育运动类
似，移动电竞具有持久、深度和
强大的粉丝经济效应，因此未来
游戏产品、赛事产品、观赛渠道、
赛事赞助品、赛事衍生品方面将
逐步体现出强大的变现能力。
企鹅智库行业研究员分析认为，
以电竞赛事为核心的相关业态
布局，如版权分销、粉丝经济、电
商周边等将成为电竞行业未来
发展的重点。 据新华社电

叫停的都是年金产品
不符合一般的精算原理

农银人寿、交银康联人寿和
长城人寿三家保险公司此次被
叫停的都是年金产品。值得注
意的是，被叫停的3款产品均不
是新近申报的产品，中国保监会
是在产品备案材料事后抽查审
核中发现问题的。

中国保监会表示，为进一步
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加大了
对备案产品事后抽查力度，根据
保监会在检查中发现，交银康联
人寿、农银人寿和长城人寿存在
现金价值计算不合理，现金价值
曲线不平滑，不符合一般精算原
理，变相突破监管规定等问题。

中国保监会为此连发3张
监管函，监管函显示，农银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农银
金太阳年金保险（C款）”等产品
备案材料，事后抽查审核发现，
农银人寿在计算“农银金太阳年
金保险（C款）”等产品第5保单
年度末及以后现金价值时使用
低于定价利率的贴现利率，变相
突破了定价利率的约束，产品现
金价值计算不合理，不符合一般
的精算原理。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在计算“交银康联交银优福
添禧年金保险（B）”等产品现金
价值时，直接使用客户所交保
费按不同退保年度设置不同的
预定单利利率计算，变相突破
了定价利率、预定费用率和发
生率的约束，产品现金价值计
算不合理，不符合一般的精算
原理。

同样，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在计算“长城鑫城3号年
金保险”等产品现金价值时：一
是在使用定价利率计算保单年
度末保单价值准备金的基础上，
在第5保单年度末及以后引入
大于1的调整参数调节现金价
值，变相突破了定价利率和预定
费用率约束。二是拉平了不同
年龄客户的现金价值，变相突破
了发生率的约束。产品现金价
值计算不合理，不符合一般的精
算原理。

按照监管函中所称，三家保
险公司被叫停的年金产品违背
了《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
险费率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
及《人寿保险精算规定》第六条，

“不符合一般的精算原理”。有
业内人士称，此番中国保监会针
对三家险企下发监管函，明确严
格限制此类产品发展，预示着监
管升级。

半年内不得申报新产品
报送自查整改报告

中国保监会认为，农银人
寿、交银康联人寿和长城人寿三
家公司产品管理的主体责任缺
失，产品开发设计的合规意识淡
薄，总精算师履职尽责明显不到
位，问题严重，性质恶劣。

农银人寿、交银康联人寿和
长城人寿三家公司被监管要求
应立即停止使用不符合监管要
求的产品。对于已承保客户，三
家公司应做好客户服务等后续
工作。中国保监会对三家公司
申报新产品采取禁止性措施，自
监管函下发之日起六个月内，禁

止申报新的产品。
针对人身保险行业产品问

题，中国保监会要求农银人寿、
交银康联人寿和长城人寿三家
公司应高度重视产品开发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承担产品
管理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法律规
章制度和监管要求，对产品开发
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自查整改，对
不符合监管要求的产品，一律不
得上市销售。

同时农银人寿、交银康联人
寿和长城人寿应于监管措施到
期后向中国保监会报送自查整
改报告。中国保监会将视自查
整改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农银人
寿、交银康联人寿和长城人寿申
报新的产品或采取进一步监管
措施。

据悉，今年以来，中国保监
会通过制度建设，不断健全人身
保险产品监管体制机制，探索建
立了产品披露、回溯、退出、问责
等联动机制。同时，不断提升监
管的执行力，向全行业通报了近
年来备案产品事后抽查发现的
问题，规范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
计行为，明确政策导向，划清监
管红线，行业产品回归本源，转
型效果初步显现。

下一步，中国保监会坚持
“监管姓监”，全面强化保险公
司产品管理的主体责任，从严
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对存量产
品进行全面清查，对不符合法
律规章制度和监管要求的产
品，坚决予以退出，并坚持按照
违规问题“双罚”的原则,对保险
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从严从重进
行监管问责。

三家保险公司年金精算“玩猫腻”
违规产品被叫停并责令退出市场，且半年内不得申报新产品

我国电竞将触发千亿级市场
移动电竞引发“规模效应”

“这是最好的岗位，也是最
坏的岗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20日在证监会新一届发行审核
委员会就职仪式上这样评价发
审委委员的工作。

仪式上，新一届发审委委员
集体亮相，对着国旗宣誓就职。
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能否获得登
陆A股的门票关键在这63人。

因掌握着企业发行上市的
“生杀大权”，发审委委员的工作
历来受到资本市场各方的高度
关注。今年7月初，证监会推出
系列改革举措，采取包括新设发
审监察委、提高发审委委员任职
条件、实行“选人、用人、监管”三

分离等办法。
新一届发审委委员正是在

这些改革举措的基础上选聘出
来的。其中三分之二担任专职
委员，三分之一担任兼职委员。
专职委员多来自各级证券监管
部门、交易所、律师事务所和会
计师事务所，兼职委员则来自市
场机构、高校及研究机构。

刘士余表示，证监会已经
决定成立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
监察委员会，对首次公开发行、
再融资、并购重组实行全方面
的监察，对发审委和委员的履
职行为进行360度评价。“坚持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终身

追责。”
据了解，新一届发审委已经

于 10 月 17 日开始发审工作。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11月
20日，新一届发审委共审核了
52 家公司的 IPO 申请，31 家通
过，16家企业被否，5家企业的
申请被暂缓表决，通过率仅为
59.6%，较前三季度的首发通过
率有明显降低。

截至11月21日，今年以来
A 股 IPO 已达 385 家，超过 2010
年 344 家的峰值，创下历史新
高 。 年 内 首 发 募 集 资 金
1944.527 亿元，也超过了 2016
年全年水平。 据新华社电

新一届发审委委员宣誓就职

保险公司精算师设计产品“玩猫腻”？这叫投保人如何识破！幸亏保监
会事后抽查审核发现问题，并严厉惩处。农银人寿、交银康联人寿和长城人
寿等三家保险公司，销售不符合监管要求的产品，被中国保监会叫停，责令三
家保险公司的违规产品退出市场，且半年内不得申报新产品，并将持续强化
对保险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问责。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1
日首次发布全球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10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为55.1%，较上月回落0.8个
百分点。今年以来，该指数持续
保持在53.5%以上的较高水平，
指数走势显示发达国家制造业
强劲复苏，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
加快转型升级，全球大宗商品价

格上升。
据介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将固定在每月6日发布全
球制造业PMI指数。该指数的
编制，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
法，汇集了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
PMI数据，体现了亚洲、美洲、欧
洲等分区域和重点领域制造业
PMI指数。 据新华社电

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发布

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