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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近日

对外发布的《2016年寿险电

话营销行业发展形势分析报

告》显示，2016年，我国寿险

电销行业实现规模保费165
亿元，同比增长16%；呈现出

市场集中化程度高、部分公

司退出电销市场、中资公司

占据主导、销售人力稳步增

长、行业人均产能下滑、意外

险成为主力险种、保单品质

提升显著等特点。

根据《报告》，2016年，我

国寿险电销全年保费收入来

自经营电销业务的32家人身

险公司，前5家公司占据了市

场76%的份额，其中平安公

司一家市场份额高达42%。

与上年同期相比，63%的公

司电销业务规模保费呈现增

长态势。从渠道来看，通过自

建机构实现保费同比增长

15%，合作机构保费同比增

长21%。截至去年12月，国内

寿险电销市场共有29家公司

开展电话销售业务，较2015
年末减少3家。《报告》预估，

在未来几年，保费规模占比

较少的中小公司也将逐步退

出电销市场。

经营电销业务的32家公

司中，中资公司19家，外资公

司13家。其中，中资公司规模

保费125亿元，占比76%，且

保费同比增幅超外资公司达

17%。去年末，寿险电销行业

销售人力达7 . 6万人，较年

初增长7%。行业整体年度脱

落率为16%，较2015年降低

1 . 3个百分点；月人均产能

为1 . 62万元，较2015年下滑

14%，人均产能前10名中有7
家为外资公司。

去年寿险电销产品结构

有明显调整，意外险以61亿
元的规模保费替代人寿保险

成为电销渠道的主力险种，占

电销渠道总保费的37%；人寿

保险全年实现保费56亿元，落

后意外险成为第二大险种；健

康险实现保费39亿元，较上

年增长77%。继续率指标方

面，65%的公司较2015年有

所提升。 据金融时报

监管层已攥起拳头 股市“打假”正在进行时

G8362男未婚，1987年1 . 72米，财

大硕士，电力在编，高尔夫车，140平婚

房，独子，父母事业单位。88340101
G8377男未婚，1982年1.75米，硕士，

石家庄指挥学院硕士，营职军官，房140平，

速腾车，父母经商。咨询电话：88340101
G8141男未育，1980年1 . 78米，本

科，团职军官，房两套，福克斯车，独子，

父师级军官，母医生。88340199
G8176男离婚，1978年1 . 78米，博

士，省级单位中层，帕萨特车，高新区房

120平，女孩归对方。88340101
G88752男离婚，1978年1 . 80米，本

科，公务员，福特车，房两套，女孩归对

方，父母退休。88340199

G8428男离婚，1971年1 . 78米，本

科，公务员，孩子归对方，丰田车，房140
平，父母退休。88340199

G8253男离婚，1966年1 . 76米，部

队转业银行高层，女孩上班，雅阁车，房

160平。88340101
10000一1男未婚，1981年1 . 80米，

留学双学士，省级公务员，宾利车，有

房，本市家庭。86101571
10056一1男未婚，1985年1.75米，山大

硕士，高校教师，奥迪车，有房。86101012
10027一1男未婚，1987年1 . 78米，

军校硕士，营职军官，家有工厂，宝马

车，有房。86101571
A6655女未婚，1991年1.65米，本科，

公务员，独女，父经商，母退休。88340199
A6653女未婚，1992年1 . 70米，本

科，中学在编老师，父母在职。88340101
14406女未婚，1992年1 . 65米，师范

大学本科，教师在编，谈吐文雅，本市独

女。86101921
13708女未婚，1987年1 . 69米，北京

医大硕士，市级医院医生，父母教师，有

房。86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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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顾问及情感专家，执

业资格认证心理咨询师，天喜

缘单身白领俱乐部创办人，有

18年从业经验，带领红娘团队

打造本土相亲品牌，首创“娘

家姐姐”式亲情服务,成功促

成数千对佳偶，被单身朋友亲

切誉为“齐鲁第一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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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卖保险
去年卖了165亿

市场综述

周二A股没能保持住周一的惯

性，在K线图上收出了一颗十字星，而

十字星经常意味着变盘窗口打开，所

以说目前市场正处于十字路口并不

为过。盘后浏览了许多机构的观点，发

现大家对后市都比较纠结，觉得有道

理的观点我们在后文会有涉及，觉得

没道理观点现在不妨说出我们的判

断：这几天外围确实有不少不确定因

素，但近期的经济数据也在不断强化

中国经济正在向好的预期，尽管数据

向好不代表经济也会快速向好，但它

至少能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企稳，正

在改善，所以在没有更多坏数据支持

的情况下，动不动就看空A股是不明

智的。这在今年以来A股走势上也能

找到答案，看空者每次忍不住离场时，

总有看多者快速接盘，从而形成了一

次次盘中剧烈震荡，上演了一次次日

内洗盘。全国两会虽然就要结束了，但

相信各方会后都会更有方向，也会切

切实实地撸起袖子加油干，若体现在

股市上，那就是让行情继续沿着现在

的方向稳健地走下去，真正走出一个

多头排列发散向上的慢牛形态。

基于此，尽管近期有多重利空因

素叠加，周二的十字星也发出了变盘

信号，但我们更相信曲折之后便是光

明。在内外因没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请

继续执行我们一直以来推荐的策略：

依托支撑区域（3200-3230点）做好低

吸，遇到盘中急跌要敢于加满仓；在温

和整固区域（3230-3270点）要保持定

力，耐心等待随时到来的冲锋；在压力

区域（3270-3300点）要保持警觉，随时

准备做好应对冲高回落的减仓动作，

直至下一个加仓机会的到来。

大盘预测

巨丰投顾认为，虽然周一放量

探底回升，但周二报收的十字星说

明行情并没开始启动，这是因为后

半周包括美联储议息会议在内的几

大事件，将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所

以观望情绪逐步升级，而在政策真空

期内，这种情绪还会加重。因此，后半

周市场应该有比较大的波动，但指数

若出现回调，都是低吸的较好时机，

具体操作时可逢低逐步加仓，重点

关注央企改革、一带一路标的。此

外，回落的中小创质地优良标的，

也可考虑逐步低吸。

板块动向

华讯投资建议各位关注中小创

的低吸时机，他们认为，创业板上周

创出新高后目前已连续调整3天，短

期调整充分，周一放量上攻确立了短

期上行势头，所以周二回踩时正是

低吸的时机。在年报披露的大背景

下，中小创业绩的高弹性将逐步显

现出来，将给我们带来一波炒作时

机，绝不可轻易放弃低位筹码。只是

操作是应注意以下策略：逢低吸纳、

短线+波段操作、切忌追涨。

操作策略

不确定性事件本周集中来临，

短期风险确实需要警惕。源达投顾

认为，从周二起的未来3天，全球金

融市场可谓危机四伏，周二英国脱

欧警报拉响，周三荷兰大选可能导

致“荷兰特朗普”上台，周四凌晨美

联储议息会议，都在挑战着A股的神

经，加之周三全国两会正式闭幕，总

理在答记者问中会透露什么信息，

这些都给市场留下足足的悬念。各

路资金周二纷纷选择静待，可谓明

智之举，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

一定要控制手中

的仓位，沪指和

创业板指目前趋

势并没有走坏，

操作上不要盲

目追涨杀跌。

栏目主持：何涛

“过段时间，大家还会看到证

监会公布有影响力的案子。”不久

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表态掷地

有声。突击保壳，“忽悠式”重组，欺

诈发行……伴随形形色色的以假

乱真行为进入监管视野，重拳已然

出击。A股市场“打假”正在进行时。

虚假扭亏“保壳”遭质询

近期A股年报密集披露，上市公

司迎来业绩证伪期。截至3月8日，30
多家公司相继发布公告警示退市风

险的同时，40多家公司预告2016年度

业绩扭亏。业界预计，今年ST公司大

面积“摘星”或成大概率事件。

即将告别“ST”称号的公司中，

有些是经营状况改善或资产重组成

功后的真盈利，有些却是依靠变卖资

产等方式实现“突击保壳”的假扭亏。

近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文，直

斥部分上市公司通过年末突击进行

重大交易，规避连续亏损戴帽、暂停

上市以至退市命运的做法。

在被深交所不点名批评的三家

公司中，*ST珠江2014年、2015年连续

亏损，且2015年末净资产为负，面临

暂停上市风险。2016年第四季度公司

通过公开挂牌方式，以远高于评估值

的价格向关联公司转让旗下万嘉酒

店股权，从而神奇地“扭亏为盈”。

借助各种花招虚假扭亏，保住

的是常年混迹于A股的一批“不死

鸟”，损害的却是股市正常的定价

机制和新陈代谢功能。种种乱象已

经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视。包括*
ST珠江在内，多家上市公司因“突

击保壳”遭到沪深交易所质询。

深交所方面表示，将进一步强

化对年末资产出售、重大资产重组

等交易事项的监管力度，密切关注会

计处理合规性，以及高溢价变卖资

产、关联方潜在利益输送等利润操纵

行为，对年报事后审查中发现的违规

行为将一查到底、严肃处理。

“忽悠式”重组受到遏制

利用虚增收入、存款等种种恶

劣手段，浙江九好网络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将自己包装成价值37 . 1亿
元的“优良资产”，试图通过与鞍重

股份的重组达到借壳上市目的。这

起“忽悠式”重组的典型案例近日

遭到监管部门顶格处罚。

3月10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透露，拟

对此案违法主体罚款合计439万
元，同时对九好集团造假行为主要

责任人等人采取终身禁入或5至10
年不等的市场禁入处罚。

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忽悠式重组

在A股市场并不鲜见。在许多“假重

组、真套现”的案例中，上市公司异化

成了利益各方玩弄资本游戏的工具。

去年9月，证监会修订发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严格

限制并购配套融资，并对并购重组伴

生的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

厉打击。今年1月，证监会表示，下一

步将进一步加强并购重组监管，持续

完善相关制度规则，重点遏制“忽悠

式”“跟风式”和盲目跨界重组。

2月26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态，过段

时间，大家还会看到证监会公布有

影响力的案子，包括“忽悠式”重

组、“忽悠式”并购。

造假上市不会一罚了之

今年2月，证监会公布“2016年
证监稽查20大典型违法案例”，“欺

诈发行强制退市第一股”欣泰电气

赫然在列。

为实现在创业板发行上市的目

的，欣泰电气报送包含虚假财务报告

的发行申请材料，骗取发行核准；上

市后继续披露虚假财务报告，构成欺

诈发行、虚假陈述。在公司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温德乙被终身禁入证券市

场的同时，欣泰电气也黯然离场。

作为证券市场最为严重的欺

诈行为之一，造假上市不仅触碰了

监管“红线”，更挑战着资本市场的

诚信“底线”。因严重损害投资者合

法权益，欺诈发行一直是各国证券

监管机关执法监管的重中之重。

中国也不例外。在去年针对资

本市场“入口关”掀起的一轮监管

风暴中，欺诈发行成为重心。风暴甚

至刮向了“前IPO”环节。在证监会公

布的20大案例中，辽宁振隆特产四份

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虽主动撤

回IPO申请，仍因“造假行为扰乱资

本市场秩序”而遭顶格处罚。

业界人士认为，造假上市对市

场形成恶劣影响，不能一罚了之。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事长潘学先建

议，提高欺诈发行等违法成本和处

罚力度，实现罪罚相适，满足打击

和震慑证券犯罪行为的现实需要。

面对种种令人深恶痛绝的

“假”，监管者正表现出“零容忍”的

姿态。市场参与各方则期待，股市

“打假”不仅仅停留于一轮轮的监

管风暴，而是通

过完善的技术

手段和制度体

系织就天罗地

网，彻底让造假

者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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