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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当天在最新一期《全球
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18年
全球经济增速将小幅加快至
3.1%，较去年 6 月预测值上调
0.2个百分点；2019年预计增长
3%，较去年6月预测值上调0.1
个百分点。

世行表示，2017年至2020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望继续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
动力源，其中中国经济的贡献率
将高达30%。

世行说，2017年中国继续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革措施
频频发力，出口增长好于预期，
私营部门投资显著改善。世行
估 计 2017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6.8%，较去年6月预测值上调0.3
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
艾汗·柯塞当天在媒体电话会上
说，中国继续推进经济结构改
革，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继续增加，服务业增速继续快于

工业增速。同时，外部失衡有所
改善，经常项目顺差继续缩小，
外汇储备逐步回升。

世行预计，2018年中国经
济将增长6.4%，较去年6月预测
值上调0.1个百分点；2019年增
速预计为6.3%，与去年6月预测
值一致。

世行表示，在投资恢复、制
造业回暖以及全球贸易稳步增
长的带动下，2017年全球经济
估计增长3%，为2011年以来的
最强劲增长。全球超过一半的
经济体实现增长提速，为近年
来全球经济最大规模的复苏。

世行预计，2018年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4.5%，
高于2017年4.3%的增速，2019
年增速将进一步加快至4.7%。

2018年发达经济体增速预
计将从2017年的2.3%小幅放缓
至 2.2%，2019 年进一步降至
1.9%。其中，美国经济2018年
预计增长2.5%，2019年将放缓

至2.2%。
世行认为，美国国会近期通

过的税改法案有助于推动企业
投资增长，但由于美国经济增长
已经基本接近潜在增速，货币政
策正常化步伐有可能略微加快，
这将制约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
激作用。

世行警告，尽管全球经济全
面复苏，但仍面临下行风险。发
达经济体可能加快货币政策正
常化步伐，从而引发全球金融条
件突然收紧。同时，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将损
害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拖累经济
复苏。

世行还表示，全球经济潜在
增速放缓的趋势值得注意。随
着资本积累速度下滑，生产率增
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未来
十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将进一
步下降。这有可能导致全球经
济脆弱性增加，不利于人类生活
水平改善。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新年开年，保险公
司都会将“开门红”活动作为一
个销售节点，不过，今年首周不
少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出现不
同程度下滑，保险公司“开门红”
不及预期。

监管从严
使得快返型产品消失

据安信证券分析师赵湘怀
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快返型产品
的消失以及大单减少，带来人均
产能中件均保费的下降。一方
面，“134号文”等政策文件落地
使得快返型产品消失，第二方
面，理财产品收益率提高削弱了
开门红产品的吸引力，第三方
面，货币政策收紧挤压了保险市
场的需求。

根据“134号文”要求，两全
保险产品、年金两类，首次生存
保险金给付应在保单生效满5
年之后，且每年给付或部分领取
比例不得超过已交保险费的
20%；保险公司不得以附加险形
式设计万能型保险产品或投资
连结型保险产品，监管从严使得
快返型产品消失。

不过，市场也有观点认为，
以往宣传推广以及销售推动力
度相对较大的“开门红”活动其
实改变了险企销售节奏，国信证
券分析师王继林统计了2010年
和2016年行业保费在月度之间
的占比情况，其中2016年保费
分布更为明显的集中于1月份，
但其实保单的实际销售或达成
意向的时间早于此，险企只是通
过对保费确认时间的控制来人
为改变保费收入的时间分布。

王继林以此表示，“开门红”
实际意义不大，因为以往“开门
红”期间所销售保单保障属性显
著偏低，寿险公司全年销售节奏
演变为“开门红”和准备“开门
红”两部分，影响产品销售的连
续性，而以往险企对“开门红”的
过度竞争导致整个行业对低保
障类产品投入了大量资源。他
认为，市场对于今年“开门红”低
于预期的归因上，比如目前较高
的利率水平，以及去年的高基数
和2017年10月快返型年金险停

售之前的“突击”销售对于潜在
客户的提前覆盖，但实际上两者
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逻辑，对未
来销售趋势的判断上也会得出
显著不同的结论。但如果从对
行业前景还是公司价值的判断
上，“开门红”活动都不是重点。

“开门红”保费
占比过高不理性

“开门红”保费占比过高的
这一结构，本身是否存在不理性
的一面。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局此前发布消费提
示称，有的保险销售人员利用

“开门红”活动炒作概念，以“即
将停售”、“限时限量”、“产品打
折”等概念向消费者推销产品，
利用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不透
明情况下的盲从心理，诱导其冲
动购买“开门红”产品。并提醒
消费者在选购“开门红”保险产
品时，要谨防风险，一定要仔细
阅读保险条款，不盲目跟风冲动
消费，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合理
安排保险保障。

平安证券分析师缴文超在
发布的报告中也提及了这些现
象，称保险公司“开门红”存在问
题逐渐显露，“开门红”一直以来
是保险公司历年全年销售工作
开展的重点，近年来随着保险公
司“开门红”的愈演愈烈，其存在
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主要包括普
遍存在的销售不规范现象：过度
规模导向导致恶性竞争：“开门
红”保费占比过高，全年分配不
合理以及产品导向而非客户导
向，价值率相对较低等。

未来“开门红”何去何从？
缴文超认为，由于产品形态的改
变使得客户接受程度出现分化，
而强监管下销售将逐渐规范的
同时也可能伴随着对保费收入
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利率上行的
背景下保险公司对利率的敏感
性要低于各类理财产品，在收益
率上不具有优势。全年来看保
费收入更多要靠续期业务的拉
动，其判断监管的意图在于整治
一直存在的销售不规范现象以
及“开门红”期间过分的规模导向
和恶性竞争，因此未来“开门红”
期间保费收入占比或有下降，但
对于内含价值的增长无须担心。

世行预计全球经济全面复苏

今年保险“开门红”不及预期
期间所销售保单保障属性显著偏低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9 日在纽

约表示，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

比，中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方面仍有优势，这将在未来十年

为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提供

动力。

林毅夫当天在纽约举行的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

指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

力是决定一国经济能否快速增

长的关键，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

引进和集成来达到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因而具有“后发优势”。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在过去

多年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巨

大成功，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速远超发达经济体。从

人均GDP水平判断，未来十年，

中国经济仍有潜力和优势。

林 毅 夫 指 出 ，中 国 人 均

GDP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

距，这也反映中国平均技术和产

业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有保

持较快增长的潜力。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

增长还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经济

改革的成效和全球经济金融环

境，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有望在

2030 年前保持 6%左右的年增

长率。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论

坛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

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 据新华社电

林毅夫：中国经济仍有创新和升级优势[相关新闻]

每天清晨，列车自动“清
醒”，在完成牵引、制动等多项检
测后，开始在轨道上自动运行
……这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
10日，比亚迪和华为公司在宁
夏银川市联合发布我国首个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轨”
无人驾驶系统，首条搭载这一系
统的“云轨”线路也在银川通车
运行。

“云轨”是一种中、小运量轨
道交通系统，采用跨座式单轨技

术，可应用于中、小城市的骨干
线和大中城市的加密线等。
2017年8月31日，我国首条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正式进
入商业化运营阶段的“云轨”项
目在银川正式通车。

此次“云轨”实现了全自动
无人驾驶运行，并具有无人驾驶
列车间自动保持安全车距、断电
无人驾驶、自动诊断、休眠唤醒、
客流实时监测、人脸识别等多种
功能。 据新华社电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
崇和10日表示，我国将加快制
定智能制造产品标准，提高国际
标准的转化率，并加强轻工业产
品的检测和认证，打响“中国制
造”质量牌。

张崇和是在10日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在京举办的“让人民生
活更美好——轻工业消费升级
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
述的。

近年来，我国轻工业产品品
质不断提升，特别是电饭煲、智

能马桶盖等消费品质量逐步得
到市场认同。以电饭煲为例，张
崇和说，如今进口大幅下降，出
口显著提升，产品销往日本、印
尼、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要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产
品，需要更多高质量的标准来引
领。随着创新加大，新产品层出
不穷，行业标准相对滞后。张崇
和表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将加
快标准的修制定，特别是智能制
造产品团体标准等，同时鼓励企
业制定领跑者标准，提高国际标

准转化率。2018年，还将组织
1000家轻工企业实施全链条智
能追溯防伪工程，推进轻工产品
质量智能管控。同时，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正组建中国轻工业质
量检测认证联盟，为产品质量保
驾护航。

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
布包括九阳无人豆浆机、海尔洗
衣机等在内的8款轻工消费品
精品，并发布轻工行业《升级和
创新消费品指南》。

据新华社电

我国将推智能制造产品标准
打响“中国制造”质量牌

世界银行9日上调
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
速预期，认为全球经济
将在2018年迎来金融
危机后的全面复苏，中
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美国纽约举
行的“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发表演讲。 新华社 图

比亚迪、华为联合发布
“云轨”无人驾驶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