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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月亮买保险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这个中秋不寂寞，“中秋

赏月有人‘赔’，看不见月亮我

‘赔’你”。 “我和小伙伴们都惊

呆了，月亮都能上保险！ ”一时

之间，淘宝上的小伙伴们对今

年中秋格外期待。 “看见月亮

心情好，看不见月亮还能收到

100

多块钱，又有月饼吃。 ”淘

宝用户小夏（化名）开心地说。

“赏月险” 刚刚在天猫商

城上线，便引发市场激辩。 “好

创意，我就想买一个。 ”“这不

是赌博吗？ ”“我先夜观天象，

再决定买不买……”

所谓“赏月险”是安联财

险与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

(

筹

)

旗下淘宝保险共同合作推

出的产品， 买了该保险的用

户，如果中秋节因天气原因没

赏到月亮，就可获得赔偿。 一

个“赏月险”激发了小夏对淘

宝定制保险的好奇心，在淘宝

保险网页上，她还发现了更新

鲜的产品：“单身险”、“爱情

险”和“盗卡险”。 “真是高端大

气上档次，这些保险以前听都

没听过。 ”小夏惊呼。

据了解，“单身险”和“爱

情险”都是保险公司与阿里合

作推出的定制产品。 尽管看上

去极具创意， 赚足了眼球，但

小夏一一点击仔细看产品的

说明， 却看出了点 “门道”。

“‘单身险’ 是太平人寿保险

的，主要是一个意外险，赠送

婚恋服务。 ‘爱情险’是东吴人

寿的一个万能险

+

航空意外

险，预期年化收益

5.2%

，看着

更像一个理财产品，没看到和

爱情保障有关的内容。 ‘盗卡

险’是平安财险的个人资金损

失保险， 买了以后如果银行

卡、网银账户或者第三方支付

账户的钱被盗了，就能得到赔

偿。 ”这么多新鲜产品看下来，

小夏唯独对“盗卡险”动了心。

“最近经常听到有人手机中了

木马钱被盗了，信用卡被盗刷

了银行不管，买了这个保险以

后网上买东西也放心。 ”

在互联网金融热浪之下，

无论是保险、 银行还是基金，

纷纷寻求“触网”合作，以为沾

“宝”即亮，互联网金融模式看

似层出不穷。 有业内人士将以

阿里为代表的当前互联网金

融模式分为两种，一是基于阿

里平台的金融产品销售，二是

专门针对阿里用户，包括买家

的具体需求推出定制的金融

产品。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第

一种无非是蹭淘宝的名气和

蹭淘宝的客户， 多卖点产品；

第二种更适合于互联网用户

的理财需求，更加“高端大气

上档次”。

“余额宝”的成功即得益

于第二种模式，“余额宝”也

打开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想

象空间。 基金公司中，泰达宏

利基金也已设计了淘宝用户

定制基金， 鹏华基金申报了

电商平台定制基金；（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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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城镇化建设提速

“建市、建小城镇”同步推进

□

本报记者 周浙玲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日前召

开的“兵团城镇化、服务业暨扶

贫开发现场推进会” 上获悉，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化思路发

生重大变化，发展重点从原有的

“建市”转向“建市、建小城镇”同

步推进。

据了解，原有的兵团城镇化

发展思路是在各师部建市，现在

转向两大重点齐头并进： 一方

面， 在每个师部建一个或多个

市，即“一师一（多）市”；另一方

面，在条件成熟团场重点发展小

城镇。由于国家对建小城镇比建

市要求低很多，且审批时间也短

很多， 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估计，

今年兵团城镇化发展速度将在

原有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建小城镇将对兵团城镇化

率带来巨大提升空间。兵团发改

委介绍，依据民政部设立建制镇

的人口、经济总量等标准，兵团

垦区中心城镇基本上都满足设

镇要求，但由于特殊体制和发展

历程，兵团建制镇发展处于刚刚

起步阶段。 有关人士表示，从中

远期看， 兵团城镇化要在实现

“一师一（多）市”的基础上，将各

师所辖团场全部设立为建制镇。

此外，兵团城镇化提速的另

一动力是国家重点镇增补工作

的展开。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七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重

点镇增补调整工作的通知》，要

求每个县（市）至少有

1

个重点发

展的建制镇列入全国重点镇，增

补调整名单计划于

2014

年

4

月前

公布。据此推算，兵团

179

个农牧

团场至少还需增补

75

个全国重

点镇。

今明两年兵团城镇化将迎

来爆发式发展。根据据会议提供

的资料，双河市和图木舒克市草

湖镇年内将获批挂牌，可克达拉

市、五家渠市芳新镇明年将获批

挂牌。一位长期在新疆从事土建

工作的民营企业家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一般获批挂牌前一些

基础设施就已开始动工，但更大

规模的建设发生在获批挂牌后。

另外，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快

已有六个城市的发展，扩大城市

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加大培育

垦区中心城镇， 提前做好道路、

供水、供气、供热、公共设施建设

等工作。

东方证券获批公募资格

首只产品将为股票型基金

□

本报记者 朱茵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作为

首家申请公募资格的证券公司，

东方证券已获得监管层批复同

意函， 即将取得公募基金牌照，

公司下一步将申请发行首只公

募基金产品。

7

月底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向上海证监局提交了

申请公募基金管理业务资格现场

检查的申请。 之后上海证监局会

同证监会相关部门， 组织开展对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现场检查。经过现场检查后，上

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凭

证监会机构部出具的监管意见

函， 正式向证监会提出了开展公

募基金管理业务的申请。

东方证券此前已按照发行

公募基金的相关要求，变更了公

司构架，投资经理也作出相应调

整，并设立了基金投资部。 而在

正式获得公募基金资格后，公司

正在为发行首只产品做准备，首

只产品将为股票型基金。

除了东方证券外，目前有四

家证券公司成立了资产管理子

公司， 在申请进度上各不相同。

业内人士表示，证券公司率先进

入公募基金发行领域，预计未来

一年将有保险、私募等不同类型

的机构进入公募领域，财富管理

领域将进入群雄逐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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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局势担忧持续 国际油价盘中走高

� � � �由于市场担心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

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行动， 以致影响

石油供给，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28

日盘中

继续走高。美国三大股指盘中小幅反弹，

金银期价有所回落， 欧洲主要股指延续

前一交易日的跌势，但跌幅明显收窄。

分析人士强调， 叙利亚不算重要石

油出口国，即使西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叙利亚的产油量也不足以对国际原油供

应产生直接影响。但投资者担心，叙利亚

冲突有可能殃及邻国， 造成中东地区进

一步动荡，从而影响石油供应，造成近几

个交易日油价持续大幅上涨。

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可能影响中

东局势的消息传出，截至中国证券报记

者发稿时，

28

日欧美金融市场总体波动

不大。 截至北京时间

28

日

22

时，纽约商

品交易所

10

月交割的轻质原油期货价

格上涨

0.67%

至每桶

109.81

美元；

10

月

交割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77%

至每桶

115.51

美元。 英国富时

100

指数下跌

0.5%

，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1.41%

，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

0.67%

。 道

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0.15%

，标普

500

指数

上涨

0.15%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26%

。

纽约商品交易所

10

月交割的黄金期货

价格下跌

0.06%

至每盎司

1419.5

美元，

白银期货价格下跌

1.18%

至每盎司

24.3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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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枕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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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掀波澜

避险资产被疯抢

中东局势紧张

推高原油“政治溢价”

A17

东南亚股市

熊市步伐料加速

A05

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增加供给确保质量，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8

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促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会议指出，健康服务业包括医疗护理、

康复保健、健身养生等众多领域，是现代服

务业的重要内容和薄弱环节。 随着生活水

平提高， 广大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持续

增长。要认真履行政府职责，在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同时，加

大改革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加快发展

内容丰富、层次多样的健康服务业，实现基

本和非基本健康服务协调发展。 这是满足

群众迫切需要、提升全民健康素质、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又一重大举措， 也是提升服务

业水平、有效扩大就业、形成新的增长点、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会议认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重点

在增加供给，核心要确保质量，关键靠改革

创新。一要多措并举发展健康服务业。放宽

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境外资本依法依

规以多种形式投资健康服务业， 加快落实

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在社保定点、专科建设、

职称评定、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同等

对待的政策， 使社会力量成为健康服务业

的“劲旅”。统筹城乡、区域健康服务业资源

配置，促进均衡发展。二要加快发展健康养

老服务。加强医疗卫生支撑，建立健全医疗

机构和老年护理院、 康复疗养等养老机构

的转诊与合作机制。发展社区、农村健康养

老服务。三要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持

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

险，鼓励以政府购买方式，委托商业保险机

构开展医疗保障经办服务， 使面向全民的

“健康网”更加牢固。（下转A02版）

基金上半年盈利同比减少近八成

管理费增加

7.7%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基金半年报今日披露完

毕。 天相投顾统计数据显示，

上半年

72

家基金公司旗下的

1533

只基金（

A/B/C

分开计算，

不含长安货币） 共实现盈利

205

亿元， 同比减少近八成。

“拖后腿” 的主要是

QDII

和股

票型基金，分别亏损近

43

亿元

和

134

亿元；债券型基金、货币

型基金、保本型、混合型和封

闭式基金分别盈利

110

亿元、

99

亿元、

8.7

亿元、

134

亿元和

30

亿元。

虽然盈利减少，但是数据

显示，上半年基金公司共收取

管理费

138.68

亿元， 同比增加

了

7.7%

（样本包含已公布半年

报的

72

家基金公司旗下的

1286

只基金，不含长安货币）。

其中，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贡献

管理费

66.8

亿元， 同比增加了

1%

； 混合型基金贡献管理费

36.4

亿元，同比减少

3.8%

；封闭

式股票型基金贡献管理费

4.17

亿元，同比下降

0.5%

。 在固定

收益类产品扩容背景下，债券

型基金、货币基金和保本型基

金贡献的管理费同比均有增

长，其中债券型和货币型分别

增长逾

50%

和

100%

。

上半年基金公司持股周

转率整体达到

2

倍，明显高于

A

股市场

1.1

倍的整体股票周转

率。 中小型基金公司旗下基金

持股周转率显著高于大型基

金公司。

基金支付的券商佣金费用

有所增加。数据显示，上半年基

金共支付券商佣金

25.3

亿元，

同比增加

28.7%

。 中信证券、申

银万国收获超过

1

亿元佣金收

入。（相关报道见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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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见度

大商股份沦为“唐僧肉”

两本账难掩牛钢16亿身家

中国证券报 “公司能见度” 栏目于

8

月

27

日、

28

日连续刊发

《大商股份吉林新玛特疑似做局》、《“威胁论” 一语成谶 大商股

份中报疑点重重》报道，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透过信息披露不实、

业绩疑遭调节的表象，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同处辽宁大连的大

商集团、大商管理等关联方成为了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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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透视

LED行业优胜劣汰迎旺季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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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增速整体提升

保险业有望走出低谷

融资余额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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