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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向杲

银保监会 6月 25日披露的最新行
业保费数据显示，今年前 5个月，健康
险保费收入达 4427 亿元，同比增长
12.7% ，高 于 行 业 总 保 费 同 比 增 速
（5.5%），为低迷的行业保费增速平添了
一抹亮色。

不过，记者对比去年同期数据发
现，近几年保费均呈快速增长的健康
险，今年却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健康
险前5个月赔付高达1644亿元，同比大
幅增长 74.2%，显得有些异常。而 2016
年至 2020年，健康险赔付同比增速均
未超过35%。

作为近年来保险市场的黑马险种，
因巨大市场空间及持续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的保费增速，健康险被险企寄予厚
望。不过，对险企来说，任何险种若赔
付增速持续远高于保费增速，经营必然
具有不可持续性。就今年健康险赔付
的高增速，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去年低基数为主要原因，也不排除短期
医疗险赔付增速较高，对健康险赔付增
长的推动作用。

健康险一枝独秀

近 5年来，随着监管持续倡导保险
姓保、消费者保险意识的提升，健康险
迎来黄金增长期。银保监会披露的数
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健康险保费
同 比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26.2% 、29.7% 、
20.3%，增速均高于行业总保费增速。

今年的健康险增速也是“一枝独
秀”。前5个月，健康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12.7%，高于行业总保费5.5%的增速，更高
于寿险（5.2%）、人身意外伤害险（7.7%）、
财产险（5.5%）等大类险种保费增速。

不过，随着健康险保费近年来持续
高增长，其赔付支出也出现高增长。据
记者梳理，2018年至2020年，健康险赔
付支出同比增速分别为 34.7%、34.8%、
24.2%，赔付增速均高于保费增速。

针对这一高增速，长期从事健康险
等险种研究的资深保险精算师徐昱琛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健康险赔付高速
增长有两大原因。一是去年健康险赔付

基数比较低。去年前 5个月，受新冠疫
情影响，很多人没有去医院就医，重疾
险、医疗险相应的赔付就较低（多数赔付
需要医院的诊断和凭证）。数据也显示，
去年前 5个月，健康险赔付支出同比增
速仅为 11%，对比近 3年的赔付增速来
看，这一增速确实远低于行业近年来平
均增速。二是健康险赔付高增速或与短
期医疗险赔付增速较高有关。健康险分
为重疾险、医疗险等。“今年以来消费者
购买的百万医疗险较多，这类险种是短
期报销型（多为一年期），所以赔款金额
要高一些。但这个观点是否成立还要依
具体数据而定。”徐昱琛表示。

也有中型险企健康险相关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包括惠民保、百
万医疗险在内的短期健康险保费快速
增长，极有可能出现赔付高增速的现
象，但囿于行业数据缺失，事实是否如
此，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目前，寿险公司可以经营包括重
疾险、医疗险等各类健康险，但产险公
司只能经营短期医疗险，也就是市面
上所说的“百万医疗险”。单从一季度

来看，产险公司短期医疗险赔付支出
达 194亿元，同比增长 37%，也呈现高
速增长态势。

健康险这门生意不好做

实际上，健康险无论是保费高增
速，还是赔付高增速，都显示出，这是一
个处于增长上升期的险种。但当许多
险企对此达成共识后，健康险市场就由

“蓝海”变为了“红海”。
近年来，各大保险公司积极布局健

康险，抢占健康险市场。中国平安、中
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上市保
险公司的健康险收入占比逐年增加，行
业竞争加剧。

更多主体的进入，对险企经营好健
康险提出更高的要求，险企经营好健康
险不仅需要在承保端把控道德风险等
诸多风险，更需要对医疗与保险资源的
整合力。2016年，随着百万医疗险、税
收优惠险等出现，健康险保费收入快速
提升。2017年部分健康险产品下架之
后，健康险保费依然保持在每年20%以

上的增速。
不过，承保前风控难，消费者存在

虚假健康告知的可能，以及承保后医疗
健康服务与保险连接断层等诸多痛点，
持续考验着险企的经营能力。

健康险需要更专业的经营方式，以
帮助保险公司增收、降本。一家大型险
企运营中心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今年以
来，不少险企推出了惠民保（短期医疗
险的一种），对普及全民的保险意识、提
高全民的保险保障水平均有好处，但运
营这类险种最需要的是医疗大数据的
支撑，不然就很容易陷入亏损。

健康险运营也面临着风险高、业务
盈利难的问题。亿欧智库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根据人保健康、平安健康、复星
联合健康等6家专业健康险公司披露的
经营数据，2015年至今，人保健康、平安
健康、太保安联健康等均实现微薄盈利。

基于此，目前国内一些险企正通过
强化医疗健康服务与保险之间的联动
以降低成本，比如收购医院、筹建养老
社区等，不过具体经营效益如何，仍有
待时间检验。

健康险遭遇“成长的烦恼”前5个月赔付同比大增74%

黄晓琴

“百万医疗险”是近年来众多健康险
产品之中最靓的仔，当之无愧！

之所以能够卖得火热，与“百万医疗
险”出众的性价比密不可分。几十元低
廉的保费就可以获得数百万元乃至千万
元高额的保额，对比传统的重疾险动辄
数千元、数万元不等的保费才能获得几
十万元的保额，怎能不让消费者动心！
很难计算从业内第一款“百万医疗险”诞
生，到被同业模仿复制花了多长时间，但

短短几年内，市面上可供选择的类似产
品足够让不专业的消费者眼花缭乱。一
方面是消费者认为“很值”的购买心理，
推动着“百万医疗险”的热销；另一方面，
保险公司不仅靠此款产品收获了可观的
保费，还有海量的客户信息和流量。

那么问题来了，伴随“百万医疗险”
的持续热销，理赔也随之而来。一份权
威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财险公司的
健康险承保利润为-7.59亿元，承保利
润率-2.76%。财险公司只能经营一年
期的短期医疗险，这说明，财险公司经

营短期医疗险属于行业性普亏。财险
公司经营的短期医疗险属于与“百万医
疗险”类似产品，上述数据从侧面反映
了短期健康险市场的尴尬。

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行业保费数
据显示，前5个月健康险赔付高达1644
亿元，同比大增 74.2%，不能不让人诧
异。究其背后的原因，专业人士指出，
除了去年疫情背景下的低基数使然，或
与短期医疗险赔付增速较高有关，目前
还有待足够的大数据来验证。

笔者特别请教了来自保险销售一线
的专业人士，她认为，以“百万医疗险”为
代表的短期医疗险目前还在吃市场的红
利，同时此类产品对保险公司自身的承
保能力和后续承担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不得不提的是，“百万医疗险”
自面世以来，也一直负重前行，在热销的
背后，也遭遇是否能保证续保，超高保额
是否属销售“噱头”等各种质疑。

必须肯定的是，以“百万医疗险”为
代表的短期医疗险给消费者带来了“不
仅看得见，而且摸得着”的实惠，让很多
原本嫌传统重疾险昂贵的消费者买得
起性价比好的保险产品，不再“裸奔”；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还需要继续依托大
数据的积累，做好风控，和包括医疗资
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对接与整合，为消费
者提供性价比更优的产品的同时，也能
保证自身的合理盈利。毕竟商业保险
公司不是慈善机构，合理的盈利是永续
经营的根基。

靓丽背后的尴尬

本报记者 肖 伟

在一家社区超市里究竟能发
现多少件上市公司的产品？怀着
好奇，《证券日报》记者走访湖南长
沙开福区城郊某社区超市，在不到
50平方米的小天地里发现了 53家
上市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它们分
布在白酒啤酒、冷饮饮料、米面粮
油、肉蛋奶、调味品、休闲零食、文
具用品、消费电子、小家电、团购快
递、在线支付等领域。

过去，城郊地区的社区超市曾
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之地，如今，
由于国内消费升级，头部企业崛
起，社区超市已然成为兵家必争之
地。记者注意到，上述相关53家上
市公司近三年业绩与股价齐飞，这
是上市公司贴近市场做产品，苦练
内功提质增效的最好回馈。

小店注重大品牌

30多岁的刘一友已经在长沙开
福区城郊开了7年超市。街那边是
喧闹的工地，三一重工的挖掘机和
山河智能的桩机正在工地上忙碌，
保利地产将要建设城市综合体和住
宅区，配套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早
晨的太阳刚刚升起，工友们陆续走
进超市，统一方便面、唐人神火腿
肠、农夫山泉矿泉水是他们的标
配。结账的时候，一位工友掏出手
机刷了微信支付。工友们刚刚离
开，周南中学的学生们又来了，晨光
文具的本子和水性笔、小米手机的
充电器、OPPO的耳机、蒙牛或者光
明的酸奶装在袋子里离开了社区超
市。学生们同样刷了微信或者支付
宝。“有二维码真是方便，不用找零
钱，也不会有假币，还节约了我的时
间。”刘一友十分开心。

趁着送走一拨顾客和即将迎
来又一拨顾客的空闲，刘一友开始
清点兴盛优选送来的团购蔬菜，把
青岛啤酒、东鹏特饮、王老吉拆包
后放在格力冷柜里，又把经销商送
来的酒鬼酒二两三小酒摆在柜台
上。他一边忙碌着，一边计算早晨
的进账。随着夏季到来，他开店时
间越来越早，在忙碌中收获着满满
的喜悦。“早些年，想进这些货都没
有渠道，只能卖一些灰色渠道来的
东西，不然货架空荡荡的，顾客到
了门口一看都不想进来。”他笑着
说，“现在不一样了，进货渠道多
了，好货品种数量也多了，大家都
认牌子货，杂牌货在我这店里没有
销路。”

刘一友不懂什么是劣币驱逐
良币、国内消费升级、头部企业崛
起，却对货架上的上市公司产品
更迭兴衰如数家珍。“以前零食只
有长沙蛋糕厂的老蛋糕，冷饮只
有长沙冰棒厂的绿豆糕。如今品
种可多了，盐津铺子、劲仔小鱼、
桃李面包，数都数不过来，想买什
么口味的都有。”他指着店中央高
高的“堆头”，“别看我经营的是一
个小店子，这个堆头还有好几个
牌子的休闲零食经销商要抢着付

给我堆头费。”
下午 4点多，接孩子放学回家

的家长们在他的店里挑选做菜的调
料、辅材。海天味业酱油、恒顺醋业
米醋、金健米业大米、金龙鱼食用
油、克明面业面条、雪天盐业精制
盐、涪陵榨菜迎来了它们这一天的
高光时刻。“好多年了，这些东西都
没有明显的涨过价，可能是因为人
人都需要吧。”刘一友感叹，“生活必
需品不大涨最好，来我店的人不就
是图个方便、图点便宜嘛，社区超市
就是为社区提供服务的。”

业绩与股价齐飞

刘一友的社区超市里不仅藏
着53家上市公司，似乎还藏着上市
公司股价屡创新高的秘密。《证券
日报》记者梳理，2019年至今，在 3
年不到的时间里，酒鬼酒股价上涨
1515.08%，青岛啤酒上涨217.70%，
晨光文具上涨 175.21%，海天味业
上 涨 90.57% ，光 明 乳 业 上 涨
78.35%。53家上市公司三年累计
平均涨幅为69.76%，无一家企业出
现三年累计下跌的情况。

与股价上涨相呼应，上述公司
的经营业绩也在步步高升。酒鬼
酒扣非净利润从 2017年的 1.52亿
元增长至2020年的4.40亿元，已实
现翻倍增长。青岛啤酒扣非净利
润从 2017 年的 9.75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8.16 亿元，接近翻倍增
长。晨光文具扣非净利润从 2017
年的 5.44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1.03 亿元，也接近翻倍增长。良
好的业绩来自上市公司贴近市场
做产品做服务，苦练内功。以酒
鬼酒为例，自中粮集团入主以来，
酒鬼酒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砍掉
低端品种，整理销售渠道，推出内
参、红坛、紫坛等拳头品种，并推
出多款民品小酒，渠道迅速下沉
到乡镇一级，在牢牢占据湖南消
费者酒杯的同时，取得了营收利
润双增长的业绩。

这些上市公司为何能股价业
绩双双上涨？湖南大学经济与贸
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二保认为：“与外界认知相反，消
费品赛道的上市公司并不以区域
垄断和产品提价为竞争手段，而是
通过创新、提质增效、完善物流，实
现产品快速迭代，从而筑起自身的
护城河。叠加城镇居民收入连年
增长等宏观利好，消费赛道中的上
市公司‘优者恒强’。而这正是他
们能够业绩常青的主要原因。”

与曹二保教授的观点不谋而
合，美国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

《街头智慧》一书中曾表示，“未来
的经济将掌握在那些制造食品、消
费品、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人手中。”

“归根到底，成功的投资方式不是
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财务报表凭空
做梦，那是充满了傲慢、懒惰、迟钝
和偏见的投资方式。成功的投资
方式是投资者主动走上街头，走进
商店，在现实生活当中寻找那些显
而易见的灵感和智慧。”

消费升级“新风”劲：

50平方米社区超市
惊现53家上市公司产品

包兴安

中国裁判文书网最近发布的
一份关于华泽钴镍上市公司财务
造假案的二审判决书，引起笔者关
注。在判决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和国信证券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
比例从一审的60%和40%直接提升
到100%。

笔者认为，一直以来，中介机
构扮演着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
色，这一判决结果具有里程碑意
义，有三重示范效应。

首先，对投资者而言，为投资者
直接起诉上市公司保荐人、审计机
构等中介机构实行全额赔偿增添了
信心；其次，对中介机构而言，再次
敲响了警钟。判决其承担 100%的
连带赔偿责任，对后续同类案件处
理将产生重大影响，让其在执业中
遵纪守法、勤勉尽责。最后，对资本
市场而言，该判决带来震慑效应，今
后有望减少中介机构配合上市公司
造假的行为，有利于净化市场，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
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

事实上，近期陆续出现了一些
中介机构被追究连带赔偿责任的
判例。如5月份，ST中安发布诉讼
结果公告，法院二审判决招商证券
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安科的
付款义务分别在25%和15%的范围
内承担连带责任。而此前一审判
决上述中介机构承担 100%连带责
任。5月31日，金元顺安基金起诉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虚假陈
述案一审判决，毕马威对于案涉债
券的发行及存续期间的虚假陈述
行为存在过错，判令毕马威赔偿
120万元，判赔比例接近3%。

虽然上述中介机构被判连带赔
偿责任比例不一，但相关判例出现，
说明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严惩不
贷，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是推动资本市
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笔者认为，注册制背景下，强
化中介机构责任，连带赔偿将成为
常态，应当多措并举压实中介机构
责任，优化中介生态，进一步厘清
各主体责任边界，不断完善中介机
构参与证券业务活动的制度规则，
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中介机构连带赔偿将成常态

独具慧眼

本报记者 刘 琪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
二季度（总第93次）例会于6月25日在北
京召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
力实施宏观政策，国民经济总体延续稳
定恢复态势。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连续
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科学管理市场预
期，大力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控金融风
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
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稳
中有降，人民币汇率预期平稳，双向浮动
弹性增强，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
加固、稳中向好，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
严峻。要加强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研判分

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外
部冲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搞好跨
周期政策设计，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
适度，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
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
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维护经济大局总
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进一步发
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
币政策工具等措施的牵引带动作用，落
实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
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延期工作，综合
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力度支持
普惠金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
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
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
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

焦主责主业，增强金融市场的活力和韧
性，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
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健全市场化利率形
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
优化存款利率监管，调整存款利率自律上
限确定方式，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改革潜力，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
低。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
率弹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
中性”理念，加强预期管理，促进内外平
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稳定。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引
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
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研究设立
碳减排支持工具，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进金

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
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稳字当头，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巩
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灵活精准实施货币政策，处理好恢
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在恢复中达到
更高水平均衡，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央行：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
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上接A1版）根据已公开信息显示，7
家公司的股东户数平均为 15979户，股
东 户 数 最 高 的 *ST 长 动 为 31037 户 。
根据证监会行业分布指标，7 家公司
中，4 家属于制造业，2 家属于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剩余 1 家
属于综合类。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朱奕奕
认为，小市值公司一般业务规模较小或

者盈利能力较弱、流动性有限、发展前景
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出于风险考虑，
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市值较大的公司，因
此，小市值公司的股东数量相对于大市
值公司较少。随着注册制的持续推进、
退市常态化，将进一步导致小市值公司
关注度降低，呈现出越来越被边缘化的
趋势。

对于“市值退市”指标能否起到作

用，常春林认为，从“面值退市”的实
施过程来看，标准的制定是完成政策
的第一步，后续根据市场“用脚投票”
的结果 ，终会有公司触线“3 亿元市
值”退市。

常春林表示，通过退市新规把好资
本市场的“出入口”，能够推进资本市场
高效有序的发展，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结
构，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有效提

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全市场实
施退市制度改革也能够引导投资者树立
正确的投资理念，对于重塑资本市场生
态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将是资本市场不良上市公司
加速出清的退市大年，尤其是总市值低
于10亿元的小市值公司，容易被投资者
抛弃，从而导致被市场舍弃。”常春林预
测，下半年将会有更多公司被退市。

聚焦·健康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