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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火爆的股市、连续下降的银

行存款基准利率， 给理财市场带来的重整

效应不断显现。一方面，银行理财产品和互

联网“宝宝”投资收益出现下行，日渐走

低；另一方面，保险理财产品凭借“你降

息，我自岿然不动”的状态，维持着较高的

预期收益率，赢得了较高关注。

“现在银行理财收益率都在下行，

5.7%、5.8%的理财产品已经不多见，这个收

益率水平的保险产品目前还能够满足。”

某国有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人员称。

保险产品预期收益率高达7%

� � 根据各险企披露的数据，多数万能险产

品3月份的收益率维持在5%以上，新华人寿7

款产品二三月份结算利率出现上升，收益率

达到7%的产品不在少数。其中，珠江人寿的

汇赢1号连续夺冠，拿下7%的稳定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 部分万能险产品甚至

还在央行降息后出现了结算利率小幅上调

的情况。 根据前海人寿官网公告称， 旗下

“聚富三号”产品的结算利率在3月经历了

两次上调：1月17日至3月4日生效保单，3月

的结算利率为6.7%；3月5日至13日生效保单

结算利率小幅上调至6.701%；3月14日及之

后生效保单结算利率进一步上调为6.74%。

除了万能险，养老保险也不甘寂寞，5月

13日上午9时，“国寿福寿丰年养老保障管理

产品”第八期、第九期在国寿养老官网开售，

这两期产品每份均为1000元， 期限分别为1

年、2年，预期年化收益率分别达到6.8%、7%。

“低门槛”也是此类产品吸睛的原因。

比如，珠江人寿保险公司推出的汇赢1号和

汇赢3号的起购金额都是1000元，以1000元

每份递增； 国华人寿推出理财宝新版则低

至1元起购。

万能险手续费下降明显

按照填补万能险保障功能缺失的改革

思路，保监会今年2月中旬下发了《万能保

险精算规定》，对万能险相关费率部分做出

修改，其中初始费上限有所下调。受益于这

一新规，2015年发行的多款万能险产品，初

始费用和保单管理费、风险保险费、退保费

均有所下降，有的甚至免费。例如，太平网赢

一号终身寿险、 中新大东方财富双盈3号两

全保险、 国华理财宝2代保险理财计划等产

品均写明不收取初始费用以及保单管理费。

目前， 保险理财产品的销售虽多强调

收益率数值， 但保障作用还是保险产品的

根基。分析人士提醒，消费者在保险理财产

品和其他理财产品面前， 应意识到保障功

能是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 在选择保险理

财产品时， 不应仅以投资收益方面的特性

为购买参考。同时，在投保时应树立长期理

财观念，认清万能险、分红险和投连险的差

异，谨慎选择投保险种，并适当采取多种理

财方式分散投资风险。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解密恒大股价下挫

59亿巨量资金

抄底护盘看好后市

5月29日 （上周五）， 一路高歌猛进的恒大地产

（3333.HK）遭遇资本市场的黑色一天，股价大跌，跌

幅达26.92%，虽然未及“腰斩”的惨烈，但已创下恒大

上市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作为沪港通明星股，恒大怎

么了？一时间引发资本市场的强烈关注。

预期年化收益率最高达7%

网销保险频现高收益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增加客户满意度，

2015年太平财险四川分公司在四川当地创新

推出了理赔服务六大举措，提高理赔时效。

六举措提升客户满意度

距初登日期一年内的车辆损失超

50%可更换新车。 需在指定经销商处，

更换同品牌车辆，若所换车辆价格高于

标的出险时实际价值的，差额由被保险

人自行承担。

已拍照的理赔单证无需再提供纸质

版。可免纸质版的资料包括:被保险人身份

证、行驶证、驾驶证、三者交强险信息、银行

卡和1万元以内的发票。

1万以内的双车案件查勘现场责任无

争议，无需交警证明。

经现场查勘， 预估三者人伤费用小于

1000元的， 客户只需签署调节协议并确认

是否支付即可现场一次性解决。

经查勘人员查勘， 预估总金额5000元

以内（人伤医疗费小于3500元，其他费用

小于1500元的）， 理赔时仅需提供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书或我司查勘现场确定责任、

医疗费发票和非医疗费收条。

责任明确，医疗费用10万以上的，可在

商业三者险限额以内垫付已产生的医疗费

用，最高可垫付80%（仅限转账至医院）。

专属微信平台提供便捷服务

此外，为让客户省心理赔，太平财险

四川分公司推出了专属微信公众服务号

tpcx-sc, 客户可通过该微信服务号了解并

购买太平财险产品， 享受在线保单查询、

车险在线报价等便捷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太平财险专栏

损失超一半，太平为你换新车

———太平财险在川推出创新理赔服务

5月28日（上周四）开市前，恒大宣

布停牌，市场即传出其配股的消息。外

电报道称， 恒大拟以先旧后新方式配

售7.476亿股，每股配售价介乎6.22港元

至6.36港元，较5月27日收市价6.91港元

折让8%~10%，集资最多47.6亿港元。一

位投行人士透露，“当日配股开始后，

资本市场反应积极， 短短几小时即获

得数倍超额认购。”

但是， 当日沪港两市风云突变，

沪指在冲击5000点大关未果后急转

直下，收盘跌幅高达6.5%，创近年来

跌停数之最。与此同时，恒指全日大

跌2.23%。“这是资本市场的重大突

发状况，恒大此时停牌配股，可谓始

料不及、生不逢时。”一位市场观察

人士表示。

知情人士更透露， 箭在弦上的恒

大当日唯有当机立断， 以更大的

17.95%的折让价配股， 保证在大势冲

击下获得足额认购。“恒大需要完成

既定的配股计划， 因为配股能增强其

资金实力， 也能降低负债水平及利息

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资本市场总是危险和机遇并存。恒

大股价大跌， 接盘资金却也在巨量涌

入。数据显示，恒大29日复牌交易当天

的成交额高达105亿港元， 高居当日港

股之首。除去配股46亿港元，剩下59亿

港元的成交额极其巨大，其中通过沪港

通买入的金额更是卖出金额的1.54倍。

有分析师指出：“买入金额远超卖

出金额，说明主力和散户都在抄底，投

资者仍看好恒大的基本面， 看好其业

绩、规模、品牌，等待一次大翻盘。”

“做空机构此次可谓全力一搏。”

另一位业内资深分析师更指出，“59亿

成交额说明做空力度极大而接盘资金

更大， 本来一只股票在如此做空压力

下就算不沦为几毛钱的‘仙股’也难

逃‘腰斩’，而恒大居然固守5港元大

关，可见巨量资金源源不断涌入，空方

拼尽全力击不穿其股价铁底， 且再无

弹药继续，可谓如意算盘落空。”

据新华网新华财经

配股遇资本市场寒流

5月29日，恒大发布公告，宣布将配

售8.2亿股新股，配售价5.67港元，所得

款项净额约46亿港元，随后恒大股票恢

复交易，但开盘即低开16%，报5.8港元，

其后跌幅进一步扩大 ， 单日大跌

26.92%，收市报5.05港元，股价创逾一

个月新低。

分析师认为，恒大股价创纪录大跌，

主要是受前日沪港股市整体大幅下挫的

冲击，“补跌”势能影响，亦因高折让配

股引起了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特别

是在此波大跌中，国际做空机构‘趁火

打劫’了这支股票，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了解，恒大总股本超150亿股，每

天的交易量非常大， 是一般香港上市

公司的10倍以上， 被称为 “基金大球

场”，对冲基金做空后可借助活跃的成

交迅速平仓获利。

翻查近月记录，恒大股价于5月5日

创新高至8.4港元高位， 股价是年初低

位3.34港元的2.51倍。“一直押注恒大

股价下跌的做空机构被深度套牢，此

次两地股市齐深度下挫， 恒大又不得

不高折让配股， 为做空机构提供了难

得一遇的解套机会， 因此全力做空恒

大。”一位知情人士分析指出。

由此看来，正是受沪港股市大跌、

高折让配股、 国际做空机构偷袭等三

大利空因素的叠加影响， 恒大股价遭

遇了罕见的大跌。

复牌遭做空机构偷袭

59亿巨资抄底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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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售价10万至15万区间的中
级车来说，性价比是很多购车者考虑
的首要因素。在同等价格下，操控性、
实用性、安全性成为赢得消费者的关
键。马自达6作为一款保有量超过80
万、开创国内运动型轿车风潮的经典
车型，优异的底盘系统使其不但拥有
独特的驾驶乐趣，也兼顾了消费者对
于安全、空间的高标准要求。

独立悬挂越级配置更好开
“开起来听话、能够感受到人车

合一”，对于很多车主来说，一部车
是否好开往往是一种驾驶感觉。而这
种感觉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底盘系统，
特别是前后悬挂会对操控产生根本
性影响。有专业人士指出，双横臂前
悬挂加E型多连杆后悬挂是国内中级
车市场上极好的悬挂组合。性能虽
好，成本却比较高，因此大多数厂商
还是选择了成本更低、性能也略逊一
筹的麦弗逊加扭矩梁这样的悬挂搭
配。但这其中不乏例外，马自达6在设
计之初便采用了双横臂前悬挂加E型
多连杆后悬挂组合，坚持不妥协，也
成就了其“操控王”的美誉。

具体来说，马自达6还对两种悬
挂进行了优化升级。相对于麦弗逊
前悬挂，马自达6采用的是高支点复
合双横臂前悬挂，这种悬挂具有横
向刚度大、抗侧倾性能优异、路感清
晰等特点，往往被应用在运动型轿
车和超级跑车上。而与扭矩梁式半
独立悬挂相比，马自达6采用的E型
多连杆后悬挂由于连杆较多，可以
使车轮和地面尽量保持垂直，最大
可能维持轮胎的贴地性，让高速行
驶和转弯更加稳健。

四轮独立悬挂的高级别配置，
集中展现了马自达品牌的运动基
因，“好开”成为大多数车主对它的
第一评价。

宽体设计实用空间更舒适
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家庭用

车比较频繁，买车求大成为一个重
要的消费特征。与很多国产合资车

二次加长拉宽不同，马自达6早在产
品研发之初，空间就已经成为马自
达工程师们考虑的重要因素。

负责马自达6研发的工程师曾
表示：“作为一款运动型轿车，马自
达6解决了操控性与空间表现的矛
盾，宽大的内部空间成为这款车所
创设的新基准之一。而之所以能做
到这些，关键在于宽体底盘设计所
带来的空间最大化。”

合理的设计是马自达6宽体底
盘的一大特征。一方面，由于底盘设
计的前后悬（指前后轮中心与车前
后端的水平距离）较短，车身内部的
驾乘空间得到了有效的扩展。更直
接的体现是，即便对于180cm身高的
消费者而言，前排和后排的乘坐空
间也并不显得局促。而另一方面，由
于后悬挂的弹簧和减震器被巧妙的
设计在地板下方，后备箱容积可以
达到500L，行李承载能力更强。

大空间会带来更多的乘坐舒适
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对于注重实用
性的消费者来说，在相同的价格条
件下，与其选择一款A级车，倒不如
选择像马自达6这样拥有高性价比
的B级车更为实惠。

安全底盘优越性能更可靠
事实上，底盘系统不仅是车辆

操控性和空间的决定因素，也是汽

车安全的基础，消费者应该给予底
盘安全更多的关注。而在马自达6看
来，一个安全的底盘绝不能出现金
属疲劳、破裂等问题，更应该与其他
部件相配合，为躲避风险、刹车制
动、减少事故伤害起到积极作用。

关注于底盘设计的马自达6给
消费者带来了三重安全保障。首先，
更高级的悬挂系统大大提升了转向
的精准性和行驶的平稳性，而宽体
底盘设计由于带来了更宽的轮距，
车辆转弯时侧倾更小，这本身就是
对危险的规避。

其次，与大尺寸盘式制动系统
和低扁平比宽胎相配合，马自达6的
前后悬挂可以在刹车时，让四轮同
地面保持最大面积的接触，通过增
加摩擦力来缩短刹车距离。根据测
试结果，马自达6从100公里到0公里
的刹车距离仅为37米，堪称同级别
最短。此外，双横臂前悬挂和E型多
连杆后悬挂作为吸能式车身的一部
分，在发生撞击时，能够迅速吸收撞
击能量，将事故伤害降到最低。

综合来看，底盘系统与安全、操
控和空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马自达6则展现了一个好底盘对于
车辆性能的全面提升。对于购车者
来说，选择一个好底盘，也就选择了
更好的操控、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多
的安全。因此，判断一辆好车的标
准，底盘系统应该是第一要素。

马自达6好开实用更安全
底盘是关键

VESPA� GTV� 300有着来自意大利的

纯正血统和卓越品质，它集优雅、品位、复

古于一身， 同时又采用了引领未来的现代

科技。全新金属银灰色车身涂装，让GTV

拥有非凡的优雅质感， 安装在前挡泥板上

的前大灯，以最早的VESPA设计为蓝本。大

灯下移之后，车头部分添加了镀铬行李架，

而手把重现了最早期VESPA的金属管饰

面，在当代摩托车中再次唤起流行风潮。传

承经典的方向柱盖采用机械圆形仪表，油

量显示和时速表完全分开， 下方还有单独

的时间显示和功能提示灯，让人一目了然。

全新缝纫工艺的皮革双鞍座椅， 复古味更

加浓烈。酒红色皮革包裹，走线严丝合缝，

宽大尺寸将乘坐的舒适感大大提升。

VESPA� GTV� 300搭载300CC水冷四

冲、四阀门发动机，最大功率15.8KW（21.5

马力）， 最大扭矩22.3Nm， 结合单摇臂

（ESS）液压减震器与ABS&ASR系统，最大

限度保证驾驶乐趣和骑行安全。 全新加入

的USB接口可为车载装备及手机充电。而

车座下方的储物空间足够放置两个头盔。

VESPA� GTV� 300上市当天，四川金恒

达商贸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中国西南首家

VESPA授权经销商，VESPA成都官方经销

店正式开业。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5月25日，2015� CES� Asia（亚洲消费电

子展）正式开幕，梅赛德斯-奔驰携最新科

技成果F� 015� Luxury� in� Motion自动驾驶

概念车闪耀亮相， 并在展会前夕举行了前

瞻未来的媒体科技日活动。 梅赛德斯-奔

驰提出了其在自动驾驶、 移动互联技术等

方面的前沿预想， 展示了革命性的未来出

行理念， 为人们描绘出未来汽车将如何超

越单纯交通工具， 最终成为人类的第三生

活空间的美好愿景。

外观极具科幻色彩的F� 015的内在更富

开创性：它的空间异常宽敞舒适，在自动驾

驶模式下， 前排座椅可向后旋转180度，将

汽车变为“车轮上的会客室”，乘客可以在

这里工作、会客、阅读、休息。F� 015也在时

时与乘客交流，它拥有6个显示屏，乘客只

需通过手势、 眼神追踪或高清屏幕触碰方

式，就可以直观地与其互动。未来，人们将

经常遇到以下场景：若前方突然出现行人，

它便会优雅地停下， 并利用激光投射技术绅

士地在街道上投射出一条临时的人行横道，

引导路人安全前行。

（刘爱妮）

随着“劲豹夜跑”的热情在都市夜景

中持续升温， 捷豹XE展厅预售活动正式

开启全新一轮城市领跑之旅。5月25日，捷

豹XE全新运动轿跑品鉴会在四川惠通陆

华机场路店拉开帷幕。 伴随着 “劲豹夜

跑”的跃动影像，两名夜跑团成员揭开了

幕布，全新XE低声轰鸣着缓缓驶入跑道，

简约优雅的外观造型立刻惊艳四座。

全新XE作为首款基于捷豹全新模块

化智能全铝架构设计的车型， 以最优方式

实现了铝合金、 高强度钢和镁等材料的结

合。这种材质的极轻特性和极高抗扭刚度，

让捷豹XE成为捷豹家族中最紧凑、 最轻

盈、最坚固的车型。基于捷豹F-TYPE双座

运动型跑车的双叉臂式前悬挂以及同级独

一无二的集成式多连杆后悬挂， 完美诠释

了运动操控之王的新标准。

（刘爱妮）

传承经典

VESPA� GTV� 300成都上市

全新捷豹XE�成都开启领跑之旅

亚洲CES奔驰发布自动驾驶概念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