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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国对伊朗原油出口制
裁日期日益临近、欧佩克拒绝增
产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油价持
续攀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受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国际油价短期
内仍可能继续冲高，但中长期内
国际油价不具备大幅上涨基础。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25日收于每桶81.87美元，收盘
价创下2014年11月以来新高，
今年来累计涨幅已达23%。摩
根大通预计，受美国制裁伊朗等
因素影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会飙升至每
桶90美元。

法国巴黎银行原油分析师
哈里·奇兰吉里安认为，伊朗可
能将因美国制裁失去相当大的
原油出口量，而欧佩克又不愿提
高产量，国际原油市场短期内缺
乏填补供应缺口的能力。

美国政府今年5月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8月重新启
动对伊朗金融、矿产、汽车等非
能源领域的制裁，定于11月重
启对伊朗能源和其他领域的制
裁。伊朗拥有世界第四大石油
蕴藏量，是欧佩克成员中仅次于
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第三大
产油国。

此外，美国汇盛金融首席经
济学家陈凯丰认为，近几年由于

国际油价波动剧烈，石油行业投
资观望情绪较浓，这限制了全球
石油行业短期内迅速提高产量
的能力。美银美林的研究数据
显示，近年来全球石油年投资额
较高峰时已下降了30%—40%。

不过从中长期来看，国际原
油市场供需大致平衡的态势并
未发生根本改变，国际油价出现
非理性暴涨的可能性并不大。
美国金叶子资本管理公司创始
人杨涛认为，受美元升值、全球
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
国际油价在中长期内维持箱体

震荡的可能性较大。
原油经纪商PVM分析师斯

蒂芬·布伦诺克认为，当前国际
原油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紧
平衡状态很可能会在2019年上
半年出现逆转，届时国际油价便
会失去进一步上涨动力。

美国能源信息局在其最新
公布的9月份月度报告中预测，
今明两年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
分别为每桶73美元和74美元，
纽约轻质原油期货均价分别为
每桶67美元和68美元。

据新华社电

工行桂林路支行成功堵截电信诈骗
近日，工行桂林路支行慧眼

识珠，成功堵截一笔电信诈骗，
守护了客户的资金安全，收到了
客户的感谢和一致好评。

9月17日，一位70岁的老
奶奶来到银行，要求现金汇款2
万元，并表示要尽快汇款，家人
比较着急。在交流中得知，老奶
奶的孙子在美国工作，近日回
国，昨天打电话说需要一笔钱。
大堂经理进一步询问得知收款
人并非孙子本人，但是老奶奶坚
持是孙子本人打电话通知她汇
款给这个收款人的。大堂经理
顿时提高警惕，意识到老奶奶可
能遇到了电信诈骗。大堂经理
告知客户，是否确定是她孙子本
人打电话的，为什么不汇款给他
本人，是否会是遇到了电信诈
骗。大堂经理劝说老奶奶稍安
勿躁，再打个电话跟孙子确认一
下，如果没问题再汇款也不迟。
老奶奶非常肯定地说是孙子本
人，一定要尽快汇款。大堂经理
及时将情况告知网点负责人，大
家一起劝说老奶奶，告知其现在
电信诈骗的严峻形势，电信诈骗
五花八门的诈骗手法，提醒她一
定要提高警惕。一旦钱被骗走，
2万元钱就很难追回来了，血汗
钱、养老钱就一去不复返了。工

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下，老奶奶终
于同意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孙
子核实一下。工作人员拨通电
话，打开免提，在表明银行身份
后，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老奶
奶终于意识到自己遇到了电信
诈骗，大呼上当，并对工作人员
竖起了大拇指，再三感谢，在场
的客户也对工商银行桂林路支
行给与了极高的肯定，认为桂林
路支行服务热情，业务专业，慧
眼识诈骗，值得赞扬。

电信诈骗无孔不入，让广大
民众防不胜防，不少民众上当受
骗，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搅得人
心惶惶，影响老百姓的安宁生
活，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
极大的隐患。银行作为老百姓
的“钱袋子”，守护客户的资金财
产是我们的职责。为了抵制电
信诈骗，桂林路支行首先定期开
展防范诈骗的学习培训，提高防
范电信诈骗的意识，其次，张贴
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海报，提高广
大群众的风险意识，最后，要求
员工在为客户办理汇款业务时，
一定要尽到提醒义务，多沟通，
多交流，尽早发现，将电信诈骗
拦截在银行，尽到工行的业义
务，真正成为客户身边的银行，
值得信赖的银行。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对于重病患者，重
大疾病保险往往就是现实中的

“药神”。由于市场关注，近年险
企频频推出创新重疾险，或升级
已有产品。青年报记者日前获
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近期启动
了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研究工
作。旨在为进一步了解和梳理
重疾险产品经营情况和存在问
题，促进重疾险业务健康发展。

日前太保集团联合普华永
道共同发布《中国保险消费者白
皮书（2018版）》，该白皮书虽然
数据只来源于一家公司，但太保
集团成立时间早，各业务板块齐

全，服务网点遍布全国城乡，积
累的客户数据量大，截至2017
年末，太保集团累计服务过的客
户达到6.19亿，存量有效合同
客户也有1.16亿，在一定程度
上可代表中国保险消费者的群
体特征。

《白皮书》披露了一则数据，
从理赔情况来看，医疗和意外理
赔客户中未成年人居多，寿险理
赔以41岁-50岁客户居多，重
疾理赔从2010年未成年理赔客
户居多向2017年41岁-50岁理
赔客户居多发展。医疗保险中，
只有0.13%的客户发生过理赔，
不过从2010年到2017年，人均
理赔金额增长108%。

查保费收入、理赔情况
中保协调研重疾险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中国资本市场与国
际资本市场“联姻”进入蜜月
期。国际知名指数编制公司
MSCI北京时间9月26日将MSCI
中国A股大盘股纳入因子从5%
提升至20%。而全球第二大指
数公司富时罗素，今天也将正式
宣布是否将中国A股纳入其指
数体系。

富时罗素全球指数系列

（FTSE GEIS）是富时罗素指数公
司的核心产品之一，包含46个
国家的7400多支股票，占全球
可投资市场总市值的98%，细分
为发达、先进新兴、次级新兴市
场三个层面，其中与中国A股相
关的核心指数是富时新兴市场
指数。此次富时公司会议的核
心议题即是否将中国A股上调
至“次级新兴市场”。如果中国
A股此次升级成功，便被正式纳
入其指数体系内。

富时罗素指数或将纳入A股
结果今见分晓

■资讯

国际油价短期可能继续冲高
但中长期内不具备大幅上涨基础

近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
官网发文，称将持续防范 ICO
（首次代币发行）和虚拟货币交
易风险。在过去一年里，央行等
多部门联手，严厉打击ICO非法
公开融资炒作，虚拟货币价格大
幅下跌，监管成效显著。不过记
者近期调查发现，目前仍有一些
ICO 项目打着国外基金会的旗
号，披上“洋外壳”绕开监管，或
换上区块链等“马甲”欺骗投资
者，圈钱融资“割韭菜”。

场外交易开口子
自媒体“推波助澜”

去年9月以来，监管部门持
续打击ICO非法融资行为的成
效显著。一方面，国内虚拟货币
交易平台、发币平台基本被关
停、屏蔽，主要虚拟货币价格距
最高点普遍跌去70%以上；另一
方面，人民币与虚拟货币直接兑
换被叫停，ICO炒作的资金主要
来源被切断。

尽管如此，近期记者调查发
现，用人民币购买ICO代币依然
不算困难。

当前，主流虚拟货币的购买
依靠场外交易。登录 OTCBTC、
CoinCola等多个平台可见，平台
设有场外交易专区，通过支付
宝、微信或银行转账，就能便捷
地购买比特币、泰达币等主流虚
拟货币。然后再进入币币交易
专区，可购买任意ICO代币。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场
外交易类似于淘宝购物，撮合买
卖双方完成人民币与虚拟货币
之间的交易。“看上去整个过程

平台不违反相关政策，但场外交
易事实上变相给ICO代币交易
开了一个口子。”该人士称。

除了场外交易，打着区块链
旗号的炒币自媒体也异常活跃，
较去年9月4日央行联合七部
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
风险的公告》前有过之而无不
及。它们甚至与交易平台、ICO
项目方联手，扮演了“联合收割
机”的角色。

平台转战海外
发币过程更隐匿

记者调查发现，在监管趋严
后，一些国内原有虚拟货币交易
平台看似关停，实则纷纷“出
海”，转战境外注册，并继续向境
内用户提供交易服务。

例如，有的平台跑到马耳他
注册；有的平台首页为全英文，
但其实还提供中文页面；有的为
逃避监管，在即时通讯工具电报
（Telegram）上建群，方便笼络
“信徒”。

尽管监管部门对“出海”的
交易平台采取了网络屏蔽措施，
但通过购买VPN（虚拟专用网）

“翻墙”，登录并不困难。
除了交易平台，项目方也开

始“出海”谋求“迂回发展”，发币
过程更为隐匿。记者曾在北京
市海淀区一处创业孵化基地见
到一位ICO项目方负责人，他描
绘了ICO发币的“新生态”：

为逃避监管，首先在国外设
立一家基金会，专门发行ICO代
币，募资仍主要面向国内投资
人。项目白皮书可以在“淘宝”

上购买，价格在4万元上下。对
外宣传时，白皮书中的核心团队
基本为外国面孔，通常是花钱雇
来“充门面”的，而站在背后的负
责人极少露面。

实施精准打击
防止误伤区块链

面对虚拟货币炒作死灰复
燃，业界呼吁监管需继续深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
研究员李虹含认为，一些自媒体
公号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投资
者，甚至与项目方联手，利用股
市操作手法“坐庄”谋取暴利。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要对这些参与ICO炒作的
自媒体及时采取关停等措施。

针对交易平台及项目方“出
海”逃避监管，专家指出，ICO监
管必须坚持国际合作，形成监管
合力。

当前，不少ICO发币打着区
块链技术的旗号，但两者之间并
不能简单画等号。北京市互联
网金融行业协会党委书记许泽
玮说，在我国明令禁止ICO的背
景下，的确存在一些自称做区块
链应用的公司采取“挂羊头卖狗
肉”的做法，将原本毫无价值的
代币经过概念包装后圈钱融资

“割韭菜”。
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

理事长郭宇航说，要把区块链技
术与虚拟货币炒作区分开，推动
它向着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向发
展，“发展无币区块链项目，无疑
是合规且有潜力的。”

据新华社电

披上“洋外壳”绕开监管，扮作区块链“割韭菜”

ICO死灰复燃乱象调查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