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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
产品升级 管理费下降

“相互保”是10月16日由
蚂蚁金服与信美人寿合作推
出，在支付宝APP上线，投保门
槛是芝麻分650分及以上的蚂
蚁会员，满足健康条件，就能
先享受保障，后参与分摊。加
入时无需付费，加入后，如有成
员遭遇重大疾病（范围是 100
种），可享有30万元或10万元
不等的保障金，费用由所有成
员分摊，相当于“一人生病大家
出 钱 ”，上 线 1 个 多 月 狂 揽
2000万人加入，顿时引发保险
业侧目。

蚂蚁金服相关人士告诉青
年报记者，新“相互宝”在100%
保留用户原有权益的情况之
下，将推出一项新福利：用户在
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的
分摊金额188元封顶，如有多出
部分全部由蚂蚁金服承担。以
后，每年末“相互宝”会公布下
一年封顶金额相关情况。

除了分摊金额封顶，新“相互
宝”给出的礼包还包括：收取的管
理费将由保障金额的10%下调至
8%；未来，如果参与人数低于330
万，计划也不会解散，仍继续为
用户提供一年的大病保障。

据“相互保”的公告，升级
后，用户获得的保障和体验都
不会有变化，以前未加入的用
户，可以加入新“相互宝”，而已
经加入的老用户，则可以一键
升级至新“相互宝”，同时，等待
期也无需重新计算，依然是按
照之前加入相互保的日期开始
计算。相互保还宣布，为了弥
补升级对大家带来的不便，无
论新老用户，只要是在2018年

加入，2019年1月31日前的分摊
费用全免，都由蚂蚁金服来承担。

那在“相互宝”中，未来理
赔案件的核查工作将由谁来负
责呢？“新‘相互宝’中，互助申
请案件的核查工作将由蚂蚁金
服来负责，我们会委托给专业
的第三方公估机构调查处理。”
蚂蚁金服相关人士介绍，“相互
保”从10月16日上线至今，目
前有 10 位用户发起了互助申
请，但未提交相关资料，信美会
继续参与这10例申请的调查核
实工作。

一字之差
保险变互助计划

“‘相互保’变成互助了，和
轻松筹水滴一样了。”一位精算
分析师昨日在朋友圈如此写到。

细心的用户发现，新“相互
宝”定位为网络互助计划后，将
不再由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承
保。信美人寿 27 日发布公告
称，近期，监管部门对“信美人
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
疾病保险”业务开展情况进行
现场调查，指出该业务涉嫌违
规，要求公司停止销售。

信美人寿表示，将认真检
讨、吸取教训，依法合规开展各
项业务。而新的“相互宝”则是
由蚂蚁金服独立运营的网络
互助计划，即该产品以后不再
是重症疾病保险。

“相互保”上线一个多月以
来，饱受争议。今年 11 月 13
日，“京东互保”由京东金融联
合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低调推
出，并正式上线，本报曾对两款
相互保险进行报道。但令人诧
异的是，“京东互保”上线不久
就下线了，青年报记者就此曾

询问相关人士，对方称该产品
将“优化后择期上线”，记者昨
日翻看“京东互保”的页面，产
品详情、购买须知、理赔指引、
常见问题等仍为空白。

是什么导致蚂蚁金服的
“相互保”升级更名、“京东互
保”迟迟不能上线呢？信美人
寿相互保险社为何要退出？蚂
蚁金服为什么要下调管理费和
分摊费用呢？

保险业觉得是行业的激烈
讨论或许起到了作用。“相互
保”给保险业带来的冲击，有目
共睹，这一个多月来也引发了
众多争论，比如“相互保”每个
人每年大概要分摊多少钱？最
高会是多少？产品10%的管理
费用，是过高，还是过低？这些
问题中，最主要的还是“相互保”
和“京东互保”到底是不是保险
产品？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业
内无法达成共识，如果“相互保
险”是保险产品，传统保险机构
是否可以开发类似产品？

在“相互保升级”事件中，
经监管层的约谈，“相互宝”变
成了蚂蚁金服独立运营，相对
兜底的互助计划，有精算师撰
文指出“此次变更为互助计划
后，设置了分摊的上限，下调了
管理费率，可谓是一种改进，免
除了参与者的顾虑同时也降低
了费用负担。”

这或许呼吁是“相互保”
阶段性结局，但“互助保险”给
保险界带来的启迪意义却很
深远。保险业指出“相互保”
照出了传统保险行业的种种
不足：价格高、不透明、效率
低、体验差……也同时让传统
业界看到了互联网巨头的巨
大能量。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功能和服
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正
在不断增强。

昨日上午，纸浆期货在上海
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纸
浆期货上市首日，截至收盘，总
成交量484254手，成交296.19
亿元，总持仓量83332手，其中主
力SP1906合计成交471124手，
持仓量78270手（数据均为双边
统计）。主力SP1906合约收盘
价5382元/吨，较基准下跌10%。

昨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
星海、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局长郑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贾志忍、纸浆纸张产品理
事 会（PPPC）副 总 裁 Timothy
Brown、上期所理事长姜岩出席
上市仪式并先后致辞，来自上海
市、国家相关部委、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中国造纸协会、证监会
系统单位、上期所会员单位、保
证金存管银行、造纸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市场机构、新闻媒体等
三百余名嘉宾出席了仪式。

我国制浆造纸行业具有产
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充分、产
业链长，并且具有各产业关联度
高、市场容量及发展潜力大、市
场参与主体众多等特点，已经成
为拉动林业、农业、机械制造、化
工、自动控制、印刷和包装等产
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方星海在
致辞中指出，建立我国纸浆期货
市场，对于客观反映我国及全球

纸浆市场供求变化，助力国家森
林保护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实施，
增强我国浆纸产品的国际影响
力和话语权，引导造纸行业平稳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纸
浆期货还为相关的生产、消费、
贸易企业提供套期保值工具，帮
助企业稳定生产，保障收益，提
高竞争力。

方星海在致辞中指出，建立
我国纸浆期货市场，对于客观反
映我国及全球纸浆市场供求变
化，助力国家森林保护政策和环
保政策的实施，增强我国浆纸产
品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引导
造纸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纸浆期货还为相关
的生产、消费、贸易企业提供套
期保值工具，帮助企业稳定生
产，保障收益，提高竞争力。

郑杨表示，纸浆期货上市将
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进
一步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提升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
融资源的功能和服务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全球
影响力，是上海提升金融服务能
级，打响金融领域“上海服务”品
牌的有力支撑。贾志忍在致辞
中表示，希望纸浆期货充分发挥
其价格发现的功能，建立市场认
可的纸浆价格，提升在国际市场
上的话语权；为企业提供价格风
险管理工具，丰富报价模式，锁
定价格风险；为我国造纸行业的
可持续稳定发展，夯实基础、提
振信心、树立旗帜。

“相互保”因涉嫌违规被责令停售
涉及2000万用户的“相互保”将变为“相互宝”

助力国家森林保护政策和环保政策

纸浆期货昨在沪挂牌交易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由上海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共同主办的“第四届
上海-新加坡金融论坛”在沪举
行。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局长郑杨在致辞中表示，中
新友谊历久弥新，两国高层往
来频繁、互动密切。在中新经
贸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近
年来上海和新加坡在金融服务
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郑杨
说，上海和新加坡都是开放型
经济的受益者。目前，上海正
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金融服
务桥头堡的建设，进一步加大

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同时正
在积极布局构建金融科技产业
生态链，加强科创中心和金融
中心建设的联动。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
罗惠燕表示，新加坡与上海金
融合作不断加深，是过去五年
里新中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
作不断扩大的最新里程碑。双
边金融合作从人民币国际化和
监管合作与交流开始，发展到
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现在双
方正在开展金融科技领域及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融资
需求方面的合作。这些项目
是为了更好的支持中国与东
南亚之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及
金融往来。

“第四届上海-新加坡金融论坛”在沪召开

实现更高层次的互利共赢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
监会、中国证监会27日联合印
发《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
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旨在完
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
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
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意见所称系统重要性金融
机构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业机
构、系统重要性证券业机构、系
统重要性保险业机构，以及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认定

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
金融业务的机构。

具 体 来 看 ，“ 银 行 业 机
构”指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
开发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证券业机构”指依法设立的
从事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的
法人机构；“保险业机构”指
依法设立的从事保险业务的
法人机构。

意见明确，人民银行会同
银保监会、证监会根据各行业

发展特点，制定客观定量、简
单可比的标准，划定参评机构
范围。参评标准可采用金融
机构的规模指标，即所有参评
机构表内外资产总额不低于
监管部门统计的同口径上年
末该行业总资产的 75%；或采
用金融机构的数量指标，即银
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参评机
构数量分别不少于 30 家、10
家和10家。

据新华社电

央行等部门联合发布
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指导意见

从昨天起，用户如果打开支付宝搜索“相互保”，已经找寻不到，跳出的是
“相互宝”。昨日，相互保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将升级为“相互宝”，并定位为
一款基于互联网的互助计划，而这些改变的背后是信美人寿涉嫌违规，监管
层处罚等信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