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日报微生活
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B3JIANGXI DAILY财 经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
■ 特刊部主办 ■ 主 编：吴艳雯
■ 电 话：0791—86849207 ■ 邮 箱：43968269@qq.com

监管部门治理乱象
重点领域开出巨额罚单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公布多份罚单，招商银行、浦发银
行等银行因多项业务违规，被罚没金额共计 1.8 亿元左
右。专家表示，监管部门瞄准同业、理财、房地产贷款等治
理乱象的重点领域开出巨额罚单，我国银行业的强监管态
势仍在持续。理财业务、同业业务是去年以来银行业严监
管的重点，从此次公布的罚单情况看，这些领域仍然是银
行业乱象的重灾区。罚单显示，招商银行“同业投资业务
违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浦发银行“以存放同
业业务名义开办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并少计风险资产”。
可以看出，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一方面要加强贷款管理，减
少不良贷款的发生，另一方面要依法合规积极处置不良，
双管齐下防范化解信贷风险。专家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
整治，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的各种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从
此次开罚单的力度和方向看，新的监管部门成立后，强监
管势头将进一步延续。 （上 证）

全省保险业纪念5·12地震
850名志愿者“为爱挽袖”

5 月 15 日，为纪念汶川大地震,来自全省 46 家保险公
司的850名志愿者，在南昌心怡广场发起“毋忘灾害 人间
有爱”爱心献血活动。据介绍，自纪念汶川大地震 4 周年
起，江西保险业每年都开展爱心献血活动，今年是第 7 次

“聚爱起航”。在现场，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会长张道明等
为江西保险业献血总量超过3000毫升的志愿者颁发荣誉
证书，启动仪式上，省保险行业协会同时对“2017年度江西
保险业产、寿险双十大典型赔案”授牌，除省会南昌主场
外，全省 11 个地市也设立分会场同步开展献血活动。在
全省 102 个县区中心广场、大型社区，来自各家保险公司
员工和客户争相献血。据了解，江西保险业 7 年来共有
5800名志愿者为爱挽袖，献血量达500万毫升。 （曹 芳）

中国人寿载大爱前行
纪录片《川流不息》献映

5月12日下午，国内首部聚焦“5·12”汶川地震孤儿成
长历程的纪录电影《川流不息》在南昌万达影院同步放
映。该纪录电影由中国人寿与北京焦波光影文化公司联
合制作推出，通过长达 10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 6个汶川
地震孤儿的成长历程，充分展现了他们在社会各界关爱下
度过艰难时刻、于废墟中重建希望的感人故事。中国人寿
作为电影联合制作方，全面介绍了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
开展公益慈善、助力扶贫攻坚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2008
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人寿第一时间捐款1600万
元支援抗震救灾，并在震后第二天宣布开始全面助养地震
孤儿，直至他们年满 18岁，而其中最小的孤儿当时仅 3个
月大。随后，中国人寿决定资助国内著名摄影家、导演焦
波长期持续拍摄记录地震孤儿们灾后“重生”的历程，以向
全社会展示公益的力量，唤起共鸣、传递爱心。据介绍，
2008年以来，中国人寿已助养因重大自然灾害失去双亲的
孩子共计1111名。 （万 路）

“金融+科技”
平安银行引领新零售金融

5月13日，平安智能未来出行（车生态）体验馆主题快
闪秀活动在平安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开启，活动采用“线
下体验+线上下单”模式。平安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是分
行第一家零售门店，于2017年10月全面对外营业。

据了解，2018年正值平安集团成立30周年，平安银行
全国 34 家分行的 30 家零售新门店及 23 家传统网点围绕
平安集团“医疗服务、汽车服务、房产服务和金融服务”四
大生态圈统一开展快闪活动。南昌分行营业部是全国统
一综合金融系列“快闪秀”的分会场之一，平安银行南昌分
行负责人表示，平安银行零售新门店是平安集团宝贵的线
下入口资源，平安集团总量达 1.66 亿的个人客户，4.36 亿
的互联网用户为平安银行提供了海量的流量基础，四大生
态圈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客户服务场景。 （黄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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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企业增加5家

有关部门数据，2017 年我省有白酒生产企业有
132家，比 2012年增加 23家；啤酒生产企业 44家，比
2012 年减少 4 家；果露酒(黄酒)企业 186 家，比 2012
年增加 9 家。规模以上企业从 17 家增加到 22 家。
2017年我省规模以上白酒产量17279万升，同比去年
增长13.81%，在全国白酒行业排名第17位，高于全国
平均增长水平。我省白酒产量占到全国的7.56%，但
市场销量却只占全国总量的1.84%。

省酒类流通协会会长邹竹翚认为，上述数据反
映，我省酒业产能、销售份额占有率比重还比较小，
但我省白酒工艺独特，品质优良，具有非常明显的区
域特色，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奖项。如四特酒获得中
国驰名商标，章贡王、洞山黑糯米酒、堆花酒、临川贡
酒、清华婺等5家酒企获得了“中华老字号”，李渡酒获
得了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赛大金牌奖，这些都证明了

“江西味道”的独特魅力。

酒类消费市场上升空间大

据介绍，2017 年我省酒类市场实现零售额
131.89 亿 元 ，其 中 省 外 白 酒 品 牌 占 我 省 市 场 的
34.3%，四特酒占近 50%市场份额。我省酒类消费特
征主要呈现 4个特点，一是以特香型消费为主、浓香
型为辅，酱香型正在受到高端消费者的喜爱，二是主
流消费价格有了明显提升，集中在160元至300元之

间，三是主流消费者首选白酒度数在45度至50度之

间，四是全国性品牌白酒、区域性优质品牌白酒已经

成为消费者首选。

与周边省份相比，我省酒类消费市场规模比较

小，只有安徽、湖南、湖北的一半左右，还有很大的上

升空间。作为我省唯一一家酒类流通行业社团组织，

省酒类流通协会将充分发挥在酒类行业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正在筹备组建的“推动江西酒企领导小组”，
由协会牵头，由江西规模以上白酒生产企业负责人、
行业营销精英等组成，将为江西酒企发展提供服务。

容量扩张风口已经打开

“5年后江西白酒消费市场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大
一倍，江西区域性白酒品牌已经迎来发展的春天。”
中国酒业知名营销专家杨承平认为，2017年，江西省

经济总量首次迈入“2万亿俱乐部”，随着江西经济的

快速发展，居民消费可收入支配的增长，我省白酒市

场容量扩张的风口已经打开。

杨承平认为，白酒业已进入强分化时代，区域性

白酒品牌价值凸显。今后高端白酒品牌集中度会越

来越高，中档及中低档白酒品牌集中度则会越来越

小，而区域性品牌以其特有属性将会迎来更多发展

机遇。区域性品牌就是地方名片，有着比外来品牌
更好的营销切入点，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信任度越
来越高，李渡1955得到众多消费者追捧，就是江西区
域性白酒营销创新的经典案例。

一站式结算
四重保障服务得民心

18岁的章子灵在2017年初被诊断患有白血病，在
北京进行了脊髓造血干细胞移植，共花费63万元。作
为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章家为了治病已经山穷水
尽。国家为贫困人口建立起了多重医疗保障，基本医
保+大病补充保险+贫困人口重大补充医疗保险+民政
医疗救助，四重保障之下，章家只需自付6万元。

章子灵所在的新余市，政府部门将四重医疗保障
都交由中国人保健康江西分公司经办，构建起了全流
程一站式的医疗保障结算体系。章家在北京住院期
间，每到医院结一次费用，就及时将所有报销材料寄至
人保健康新余中支。报销钱款第一时间就打到了章家
的卡上，可再次用于在北京的治疗。

“新余掌上社保 APP 今年就会上线，届时也就不
再需要寄送材料等这些传统的手续了，可以实现线上
报销和异地转诊等功能。”人保健康江西分公司总经理
助理董曙辉向记者介绍，作为江西首个上线的地市级
智慧社保 APP 平台，新余掌上社保通过实名认证，参
保人可享受线上缴费、账户动态查询、移动支付和线上
即时结算等功能。

在新余市人民医院，参保人已经享受到了窗口的
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参保人只需在入院时递交身份
证明，在出院结算时，就可按照报销政策支付自付部
分，免去了垫资压力和重重报销的繁琐。

“我每个月去窗口结算一次，他们什么都给我算好
了，省了我很多事情。”占秀兰患有尿毒症、心脏病等多
种病症，近两年每年住院时间超过半年，女儿刘英常年

在院陪护，作为五保人员，刘英强烈感受到了近几年住
院报销流程便捷度上的巨大变化。

保险机制
助力精准健康扶贫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影响贫困群众脱贫的重
要原因。2016年，江西保监局与江西省扶贫办等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农村贫困人口重大疾病商业补充
保险制度的工作方案》，当年底，江西大病保险实现全
覆盖，江西保险业为助力脱贫攻坚战发挥了积极贡献。

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经办健康精准扶贫，让精
准扶贫切实变得精准。“在具体经办过程中，我们协助
扶贫部门进行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工作，同时将托底医
疗救助基金补偿到位。”人保健康新余中支叶丽萌介
绍，专业健康保险机构承办补充医疗保险，能够发挥人
才、技术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灵活的优势，使精准扶贫政
策红利更快更好地落到实处。

此外，保险公司在保本微利和风险共担的原则下，
出于商业保险的控费本能，坚持对医疗过程进行管控，
能够有效减少医疗保障基金的不合理支出，让有限的
基金向更需要帮扶的人群集中。以人保健康在新余市
的费用管控为例，2012 年至 2017 年间，在新余市 7 家
医院累计管控和沟通问题案件63.69万件，直接减少不
合理医保和扶贫基金支出11902.13万元。

部分地市还依托保险机制，对自付部分过多人群
进行二次补偿，不断助推提升大病保险封顶线，省内多
数地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封顶线都提高到了 40 万元
以上，扩大大病保险合规费用范围，将五类特药纳入大

病保险支付范围，加大了对重特大疾病的补偿力度。

“保险+服务”
提升诊疗能力

由于基层诊疗能力欠缺，罹患大病的患者往往选
择上级医院。异地就医成为拉低医保报销比例，增加
患者就医负担。出于成本管控的本能，商业保险公司
在参与经办大病保险等政府委托业务的过程中，不断
助力提升基层医院的服务和诊疗水平。

商业保险机构通过其品牌优势整合优势医疗资
源，通过远程会诊，促使优势医疗资源下沉。人保健
康在新余市人民医院建立的远程会诊中心，能够满
足患者的点名式会诊。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聚集
了北上广 100余家三甲医院的 600多名全国顶级医学
专家。

64 岁的新余市民朱慧君去年 11 月在新余人民医
院接受了一次远程会诊，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在看过
她的影像资料及主治医生的介绍后，用半小时时间进
行了互动问诊，最终建议对腹部被高度怀疑为癌症的
病症进行保守治疗。“这北京大医院的医生都这么说
了，我是真的放心了，也就不用筹钱到北京去看病了。”
最终朱慧君在新余人民医院接受了治疗炎症的简单手
术，一星期后就出了院。

新余市医保局局长李宏说，随着全国跨省异地就
医工作的不断推进，地方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加大，把患
者留在当地的远程会诊，有助于减轻医保基金压力。
与此同时，大量的远程会诊案例也将有效提升基层医
院的诊疗水平，让更多的人留在当地治疗。

商保+医保
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赵欢欢 本报记者 吴艳雯

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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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扩张风口期到来

江西 区域性品牌白酒价值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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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商业保险公司参
与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经办服务开始在政策和事实层面推开。经过
多年实践，引入市场机制已经被证明是解决医保难题的主要路径之
一。本着“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宗旨，人保健康带着社保补充的使
命，多年间在助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化民生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由人保健康统一经办的新余市四重保障
一站式即时结算在全国属首创之举，引起了社会关注。

宜丰洞山酒业窑藏车间

随着白酒市场容量扩张的

风口期到来，区域性品牌迎来发

展的春天。5月12日，由江西省

酒类流通协会举办的推动江西

酒业发展研讨会在宜丰召开，我

省白酒行业在营销上的别开生

面让与会者感受到了春的气息。

本报记者 李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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