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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则“《健康保险管理
办法》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返
还型健康险即将停售，此后所有
健康险均为消费型，有病赔钱，没
病返本的时代已经终结”的消息，
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刷了屏？

还有雷同版本的“我国保险
业第三套生命表正式启用，保险
行业将于3月底前停售一大波性
价比很高的健康险……”类似的
传言，是不是让你一时信以为真？

对此，保监会近日发布了关
于炒停“返还型健康险”的风险
提示：“当前，一些媒体借用‘返
还型健康险’表述混淆健康保险
的特点和作用，并以此为产品

‘停售’造势，实为虚假宣传，借
机促进产品销售”。

保监会指出，按照保险产品
设计类型分，人身保险产品可分
为：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投
资连结型等。从分类看，没有“返
还型”产品设计类型，因此“返还
型健康险”这种表述并不准确。

相关媒体报道中描述的“返还型
健康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储蓄
功能，包含生存或身故给付保险
金责任的商业健康保险。

当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按
责任可分为：疾病保险、医疗保
险、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
险。这四类健康保险分别以约定
的疾病、医疗行为、日常生活能
力障碍引发护理需要、疾病或者
意外伤害导致工作能力丧失为
给付保险金条件。其中，疾病保
险可以包含死亡身故责任，失能

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可以
包含生存给付责任。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强化
人身保险产品监管工作的通知》
(保监寿险[2016]199号)要求，各人
身保险公司需在2017年4月1日前
对本公司保险产品进行主动自
查和整改，对不符合监管规定和
监管要求的保险产品主动停售。
保险公司不得借用自查整改时
机，虚假宣传，采取产品“炒停”
等营销策略违规开展保险业务，
违背保险最大诚实信用原则。保
监会一旦发现保险公司存在产
品“炒停”等违规行为，将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保险公司
和有关人员责任。

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成功
骗得3亿后，骗子居然还想“如法
炮制”再套取20亿。是什么让他
们竟敢如此猖狂？不过，对于天
津银行来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
一次遇到上亿的案件了……

事实上，这件涉及金额为23
亿元的案件，发生于2014年11月。
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于2014年11月

向济南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报警，
该行在存入一笔
20亿款项时，发现
存款异常，张某
等人涉嫌用伪造
的大额存款证明
书骗取资金。

而后，经过
济南警方追查发现，张某等人
早在2014年5月就成功实施过这
一诈骗。另有一笔3亿元的存款
也已莫名“失踪”。主要事情经
过为：江苏银行、邮储银行、合
众资管分别作为委托人、托管
人和管理人，三方共同订立《委
托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根据
该合同，合众资管于2014年5月

27日接受江苏银行的投资指令
将委托资产3亿元投资于天津
银行济南分行1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为3 . 3%。

谁知，定期存款却出了“差
错”。2014年11月济南经侦告知合
众资管，江苏银行委托其存入天
津银行济南分行的一年定期存
款在当天被张承康等人非法转
走。济南经侦此后立案侦查，案
名为“张承康等人伪造、变造金
融票证”。

只因合众资管的钱并没有
如同常规的定期存款一样进入
银行系统，而是被张某做了手
脚，流入了非阳光业务的“存款
通道”。2015年5月期间，随着众合
人寿年报的公布，多家媒体报道

了此事。
天津银行总行随后即发表

了申明，表示“江苏银行、邮储
银行、合众资管三方共同订立

的《委托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
不涉及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天津
银行济南分行在此合同的订立
和执行中，没有与订立合同的任
何一方有过接触和洽谈，更没有
任何的利益和责任”；“天津银行
济南分行没有办理过合众资管3
亿元一年期定期存款业务”；“报
道中提到的‘张承康’不是天津
银行济南分行员工”。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件的关
键人物张某尽管已被天津银行
否认是其员工。但据媒体报道，
张某在法庭上却提到，“因为当
时银行给我办了工资卡，还有工
牌。我也误认为自己是银行员
工。” 界面新闻

“麻辣粉”涨价谁来买单？

保监会严禁保险产品“炒停”

天津银行23亿存款“悬案”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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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刚刚落幕，揭露的各种
侵权行为触目惊心。在金融消费
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的金
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个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财、个人
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为我们金
融生活的一部分，朝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
越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来。
银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
遭遇收益缩水、银行存款被变
成保险、贷款捆绑理财产品、汽
车保险理赔纠纷、正当保险理
赔需求被拒绝等新闻不时见诸
报端，为我们的金融生活涂抹
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证监会查处三起
内幕交易案

1 .满某某系山东宝莫生物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胜
利油田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
司股权等事项内幕信息的知
情人。高伟是满某某儿子的岳
父，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高
伟与满某某存在通讯联络，高
伟使用本人账户买入“宝莫股
份”22000股，获利约4 . 4万元。
山东证监局决定没收高伟违
法所得约4 . 4万元，并处以约
4 . 4万元罚款。

2 .王某鸣系山东高速路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
产重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内
幕信息敏感期内，蔡哲民与王
某鸣联络接触，并控制使用多
个账户交易“山东路桥”，获利
约1084万元。证监会决定没收
蔡哲民违法所得约1084万元，
并处以约1084万元罚款。

3 .吴福利是唐山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筹划以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方式
收购唐港实业优质股权和土地
资产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内幕
敏感期内，刘晓忠与吴福利存在
联络，内容涉及唐山港重组事
项，刘晓忠控制使用其母亲“刘
某珍”账户买入“唐山港”313900
股，没有违法所得。证监会决定
责令刘晓忠依法处理非法持有
的证券，并处以15万元罚款；对
吴福利处以10万元罚款。

综合报道

□记者 于传将

美联储“加息”余温尚存，中
国央行迅速跟进。3月16日，央行
将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上
调了10个基点，是近两个月内第
二次上调，年内已经累计上调了
20个基点。

同时，央行对17家金融机构
进行MLF(中期借贷便利，又名

“麻辣粉”)操作3030亿元，六个月
和一年期利率分别升至3 . 05%和
3 . 20%，操作利率均上调了10个基
点。尽管央行并未上调存贷款利
率，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市场
引导意义依然十分强烈。

业内人士指出，2014年底以
来连续降息降准产生的“低利率
宽流动性”金融环境滋生了比较
严重的楼市和债市泡沫，也滋生
了较高的金融市场杠杆率。再次
进行利率上调，反映出央行通过
收紧货币来抑制金融杠杆的政
策意图进一步强化。

债市危机四伏

3月17日，国债期货市场开
盘涨跌互现。截至收盘，十年期
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 1 7 0 6 跌
0 . 02%；五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
约TF1706跌0 . 06%。

为安抚市场情绪，央行在公
告中称，“麻辣粉”涨价是市场化
招投标的结果，反映市场资金供
求关系，并非加息。

国信证券固收研究团队认
为，虽然央行表态上调逆回购和
MLF中标利率并非加息，但“麻

辣粉”涨价必将提高资金成本，
且近期市场资金面受缴税、转债
申购及季末MPA考核等因素扰
动，市场谨慎预期难消。

业内人士认为，在美联储连
续“加息”的情况下，美国10年期国
债收益率也未能突破2 . 6%关口，
显示市场并不认为通胀可持续。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走弱，后续油
价同比将快速回落，带动全球CPI
放缓，全球通胀压力将得到缓解。

目前10年期国债在反复测
试3 . 4%关口未能明显突破，显示
3 . 4%是较强阻力位，如同美国10
年国债的2 . 6%。业内人士预测，
债券收益率在央行不上调存贷
款利率的情况下缺乏明显的上
行空间，今年二季度10年国债收
益率有可能回落到3 . 2%以下。

国泰君安3月17日国债期货
早报认为，央行采取“跟进”策略
上调准政策基准利率，不仅实现
了中美货币政策周期的协同，而

且通过调高短期利率强化了通
胀预期回落。通胀预期回落次级
期债从脉冲性上扬进化为偏强
震荡，虽然并非趋势性交易机
会，中期依然存在调整风险，但
期债波动中枢短期或延续震荡
上移。

而国信证券3月17日债市日
评则认为，债券市场3-5月份依
然会保持利率下行趋势，10年期
国债目标定位在3 . 0%。

房贷日趋收紧

央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在《货
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中指出，“最
新的实证检验显示，央行7天回
购利率和MLF利率这两个主要
的操作利率品种对国债利率和
贷款利率的传导效应总体趋于
上升”。央行对各流动性投放工
具操作利率的上调，将提升银行
间市场利率的“锚”，对债券收益
率的影响已经立竿见影，其对贷

款利率的影响会逐渐传导，中长
期看将逐渐提高全社会的融资
成本。而部分银行的房贷利率已
经开始上调。

年初以来，全国房地产销量
好于预期，全国房价基本都在上
涨，尤其是部分一线城市上涨较
快，房价引发的资产泡沫风险需
要防范。因此央行未来仍需要双
轮驱动来进行调控，通过公开市
场价和量进行调控，同时加上
MPA考核，以达到降金融杠杆以
及防资产泡沫的目的。

业内人士指出，央行提高资
金使用成本，也就是说商业银行
想跟央行借钱需要支付更多的
利息了，这无疑增加了银行的融
资成本，商业银行的钱袋子受到
限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购
房人想要贷款买房需要支付更
多利息，等于将成本转嫁到购房
人身上，整体的货币流动性被收
紧，遏制更多的资金流向楼市。
也就是说，这对楼市来说，构成
重大利空。

实际上，财新报道称，从多
位银行及中介人士处获悉，2月
份以来北京部分银行暂停放款，
北京房屋中介已经跟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光大银行等银行暂停
了合作，原因系这些银行无额度
可放。同时，农业银行及浦发银
行等也都暂缓了放款，但目前都
能放款，不过放款时间延长了。

数据显示，1月份居民中长
期贷款高达6293亿元，创历史新
高，但占比已经开始明显下滑，
显示去杠杆政策开始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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