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A股市
场依旧没有什么好
转的迹象。盘中，沪
指最低跌至2692.32
点，尾市略有回升，
最终下跌35.28点，

以2705.16点报收，跌幅1.29%，创下年内收盘
新低。与此同时，创业板指数下跌2.75%，继续
创下2015年初以来的新低。

今天，沪指有可能去考验7月6日创下的
低点2691点。不过，昨日盘后，却传出一个重
磅消息，这是否会扭转当前的颓势？

先说一下行情，上周大盘三连阴之后，
投资者情绪可以说是非常糟糕，昨天大盘继
续走低，也在情理之中。尽管上午开盘后，大
盘反弹了一个多小时，但这主要还是金融股
护盘所致，其他大多数个股依旧十分低迷，尤
其中小创个股抛盘相当沉重。

下午两点之后，指数进一步扩大跌幅，
到14点36分左右，沪指下跌超过47点，最低跌
到2692.32点，随后总算有所回升，最终保住
了2700点整数关，但依然创下了年内最低收
盘点位。值得注意的是，昨天盘中的低点
2692.32点，距离7月6日创下的低点2691.02
点只有1个多指数点的距离。多头死守前期
低点，究竟对后市有怎样的意义？很多人都
有疑问，既然已经跌到这个位置，跌不跌破，
守不守住，做这样的“挣扎”还有意义吗？

再说说盘后的重磅消息。就在下午收
盘之后，关于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的消
息开始在业内传开了。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包括华夏、南方、
广发、富国等多家基金公司旗下养老目标基
金正式获得证监会发行批文，公募基金助力
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拉开帷幕。据悉，在
完成必要程序和准备工作后，上述基金将很
快进入正式发行阶段。

这个消息的重要意义，这里也就不多说
了，总之养老目标基金的获批，有望为A股市
场引入活水，具体引入资金规模有多大，流入
市场的节奏会如何，现在还是未知数，但肯定
对于当前低迷的市场是一个利好。

当然，当前市场处于相对较低的点位，
对于养老目标基金的入市，也创造了好的条
件，毕竟这个时候进来，建仓的成本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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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外称被“黑公关”盯上的美年健康（002044），从一开始咬定“不存在无
证上岗医生”的说辞，松口称“部分医师备案不及时”。到8月5日，面对广州市天
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证实的违规行为，美年健康发布公告，称收到天河区卫
计局《责令整改通知书》，且在公告中“深表歉意”。这前后，不过几天时间。在这
前后的几个交易日里，也让美年健康市值蒸发超百亿。

收到整改通知，“假医生”被证实

美年健康改口：深表歉意
此前曾多次因员工未持证上岗、放射设备等问题受处罚

为了深入贯彻全国爱牙日“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的精神，帮助更多市民恢复健康
牙齿，能正常嚼东西，健康热线联合爱心单
位举办的“8020零缺牙援助计划”正在持续
开展中，近几天，众多市民纷纷打进本报热
线申请全家免费口腔检查、半价做种植牙
援助，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电话参与，
还有免费做种植牙的名额赠送，请拨本报
四川名医热线028-69982575咨询详情。现
将细则通告如下：

哪些市民能参与？
此轮援助针对所有口腔有问题的市

民：牙齿缺失、缺损、松动，假牙不舒适、烤
瓷牙失败、牙齿不齐、蛀牙、牙痛、龋齿、色
素牙等均可申请全家人免费检查援助。

市民专享多项免费：
1、本月援助，多颗种植牙免费赠送，

需先打电话69982575预约报名。
2、2人结伴种牙，1人半价，省钱至少3000

元以上，种植颗数多，享优惠金额更高；
3、单人做牙者，只需交8元，可抵用

1000元一次；
4、可预约全家人7项免费口腔检查

（价值1000多元），每日30个名额。
缺牙人，越来越多选做种植牙
种植牙无需打磨两侧邻牙，更为安全

健康，方便耐用，媲美真牙；种植2颗/4颗
可恢复半口/全口缺牙，省钱。种植牙使用
寿命长，世界上第一例种植牙者Gosta
Larsson于1965年种牙，直至逝世牙齿依然
完好。第二例种植牙者直到现在已用了50
余年。正如此，缺牙人优选种植牙。

援助申请咨询热线：028-69982575。

8月5日晚，美年健康发布公
告，广州美年富海门诊部收到广
州市天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责令整改通知书》，证实了美年
健康美年富海门诊部存在冒名
医生、体检报告无医师手写签
名、违规开展CT放射诊疗活动等
三大违规行为：1、部分B超检查

报告未经医生陈某审核，由其他
医生以陈某名义发出报告；2、检
査报告无医师手写签名；3、在未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前擅自开展
CT放射诊疗活动，放射科使用未
按规定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复査
的人员肖某、卢某从事放射诊疗
工作。

《责令整改通知书》提到，现
责令严格依法依规执业，确保医
疗质量安全，并须进行相应整改。
美年健康在8月5日晚的公告中表
示，在收到《责令整改通知书》后，
第一时间派驻专项工作小组进驻
广州美年富海门诊部，进行深度
调查，并逐步落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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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报到证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弘辉置业策划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章（法人名：熊勇，
编号：5101008242671） 遗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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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以来，有部分成都车主发
现，此前优惠或赠礼多多的商业车险，似
乎优惠力度大不如前了。同时，不少车险
销售人员也频频告知车险即将到期的车
主们：“车险快要涨价了，尽快投保可以
继续享受优惠价格。”对此，保险公司、4S
店或其他保险销售中介均表示，优惠力
度的降低是由于银保监将对保险公司的
承保手续费进行限制，保险公司不能再
擅自返佣，导致车主们实付保费将增加。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进入8月后，
车险产品、费率“报行合一”正式实施，这
让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财险公司车险业
务健康发展的“佣金乱象”“恶性竞争”等
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此次“报行合一”是
按照此前银保监会57号文的要求，由国
内前九大财险公司领头，在全国33个地
区实施，所谓“报行合一”是指财险公司
报送给银保监会的车险业务手续费用，
必须与实际执行的费率保持一致；行业
统一手续费上限，不得以任何形式突破。
按照57号文的要求，原商车保险最迟只
能销售至9月30日。

通 知
爱牙援助：种植牙半价做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沪指死守重要低点
盘后传来了一个消息

美年健康
受罚记录
■2017年8月

上海市卫计委对美年健
康上海美锦门诊部做出行政
处罚——未经批准，擅自变
更放射诊疗项目或者超过批
准范围从事放射诊疗工作，
未对放射诊疗工作人员进行
个人剂量监测、健康检查、建
立个人剂量和健康档案等。

■2017年11月

上海市卫计委对美年健
康上海美锦门诊部做出行政
处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
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2018年2月

上海静安区卫计委对美
年健康上海美智门诊部做出
行政处罚——允许未取得护
士执业证书人员上岗。

面对质疑/
说法前后不一样

成都商报记者梳理了自称美
年健康前员工谭翠莲的爆料文章
发现，文章中共指出了美年健康存
在四大问题。1、美年健康用离职
的医生、冒牌医生违规签发医检报
告；2、并未取得CT、MR、胶囊胃
镜等由不同程度辐射设备所做检
查的营业执照；3、“3650”体检的医
疗安全问题（记者查询后发现，

“3650”系美年健康的一款体检套
餐，需花费3650元）；4、强制员工刷
信用卡购买公司体验卡。

面对质疑，美年健康前后共有
四次回应。第一次回应是7月30日，
美年健康发布关于媒体报道的澄
清公告，称有关个人歪曲夸大事
实、恶意抹黑公司，美年健康已向
公安机关报案，并将配合司法机关
依法打击。面对质疑中“冒用离职
医生”一说，称相关人员执业资格
证照齐全有效，不存在无证上岗、
持错证上岗或持过期证照上岗的
情形；CT、MR、胶囊胃镜等无证
操作也属捏造；对于“3650”医疗安

全，称多篇报道“妖魔化”体检行
业，并不会导致重疾。

第二次回应与第一次无二。但
此次回复的十分钟后，就被天河区
卫计局的“实锤”“打脸”：天河区卫
计局称，在对举报涉及的三名医生
进行现场询问和调取体检报告后，
医生陈某表示患者报告并非其本
人审核，该机构涉嫌违规出具报
告；另外关于放射性诊疗设备，天
河区卫计局称美年富海门诊部涉
嫌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便违规开
展放射诊疗，并且正在对其行为进
行立案处罚。

8月1日，面对深交所的关注函
和天河区卫计局的公告，美年健康
就此事进行了第三次回复。回复
中，美年健康一改此前“公司不存
在无证上岗”的说辞，松口称“部分
医师备案不及时”。另外，对于设备
执照，美年健康称，由于前期大型
设备大多属于甲类医疗设备，医用
设备配置许可审批环节周期长，且
有一定难度。

第四次回应即8月5日晚，也是
在收到天河区卫计局的《责令整改
通知书》之后。前后四次回应，美年

健康的说辞从“证照齐全”，变为
“深表歉意”。

早非初犯/
已有门店被处罚

事实上，经过成都商报记者梳
理，这也不是美年健康第一次因为
员工未持证上岗、放射设备等问题
受到处罚。

有媒体曾统计，2014年美年大
健康体检门店违规数量高达26起，
2015年6起，2016年29起，2017年也
有14起。单单是上海美锦门诊部，
2014年到2018年，就被上海卫计委
处罚十次之多。

美年健康收到行政处罚的这
些门店中，无证上岗、放射诊疗许
可证的问题最普遍。

8月1日，在美年健康第三次的
回复中，美年健康称，成都金牛体
检门诊部、深圳市瑞德尔门诊部等
体检中心曾先后17次因为缺少《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或《放射诊疗许
可证》而被处罚。

“公司前期存在的处罚主要集
中在放射诊疗许可证的范围，由于
前期大型设备大多属于甲类医疗

设备，医用设备配置许可审批环节
周期长且有一定难度，伴随相关文
件的下发，放射诊疗许可证办理速
度加快，此类问题将基本解决。”美
年健康称。

资本市场/
市值缩水百亿多

在自媒体发布谭翠莲的文章
后，美年健康7月30日开盘即跌停，
报收19.53元/股，市值一日蒸发近
68亿元。

7月31日，美年健康开盘再度
大跌逾6%，最终全日报收19.59元/
股。随着“假医门”事件持续发酵，8
月2日，美年健康盘中一度跌停，报
出自2017年9月份以来的新低16.33
元/股，最终全日报收17.45元/股，
跌幅3.11%。在风波开始之后的5个
交易日市值累计蒸发了近170亿
元。

8月6日，美年健康开盘即跌
7.67%，股价又创新低，跌至15.05
元。收市时报16.0元，跌1.84%，市
值已从事件发酵前的677.38亿元
缩水至499.5亿，蒸发了178亿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8月以来车险贵了？保险业“报行合一”启动
促进车险健康发展
银保监启动“报行合一”

自商车费改启动以来，为抢
占市场份额，拉拢4S店等保险中
介机构力推自家产品，保险公司
的手续费率水涨船高。特别是中
小险企，普遍存在“以补贴换市
场”的现象，有些小的公司手续费
率甚至超过50%，“保一单亏一单”
成为了车险行业的普遍现象。

返还给消费者的现金、礼品、
各种代金券等，实际上都来自手
续费，送得越多，价格战越演越
烈。用牺牲利润换市场份额的恶
性竞争方式让车险业务产生了越
来越高的营销成本，保险公司大
面积承保亏损，财务数据造假的
情况也屡屡出现。

为了促进财险公司车险业务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7月下旬，银
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商业车险费
率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此次

《通知》要求，除试点的广西、陕
西、青海以
外 的 所 有
地区，各财
产 保 险 公
司 在 报 送
商 业 车 险
费 率 方 案
时，不得以
任 何 形 式
开 展 不 正

当竞争；要报送新车业务费率折扣
系数的平均使用情况；应报送手续
费的取值范围和使用规则；原有商
业车险产品最迟可销售至9月30
日。同时，在《通知》中明确了手续
费具体指向保险中介机构和个人
代理人（营销员）支付的所有费用，
包括手续费、服务费、推广费、薪
酬、绩效、奖金、佣金等。保险行业

“报行合一”由此拉开帷幕，9家主
要财险公司已于8月1日正式启动
实施，其他的财险企业也将在接下
来的半个月内陆续跟进。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此次
“报行合一”的实施，是银保监会
首次明确要求保险公司报送商车
险手续费率。

手续费：
旧车最低20%，新车最高30%

根据银保监会的《通知》，原有
的商业车险产品最迟可销售到9月
30日，此前，各产险公司必须上报完
成符合监管新要求的费率。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朋友圈
看到了不少关于保费上涨的消息，
而四川保险行业知情人士也透露，
由于省级分公司没有权限自己制
定商业车险手续费率，需等总公司
下发通知，因此近期基本都还是参
照原先的优惠方案在进行销售，

“但很快优惠力度就会缩减，回归
规定的正常手续费率。”

据透露，人保、平安、太保和

国寿财险等四家保险巨头在6月底
上报的《行业实施车险手续费上限
报合一的方案（汇报稿）》中，联合
提议车险行业参照广西、陕西和青
海三个自主定价系数放开地区的
模式，主动向银保监会报送其他各
地区商业车险手续费上限，旧车为
20%、新车为25%，中小公司允许最
多上浮5%。而记者从保险业内获
悉，目前各家公司均认可的手续费
率按照公司规模一共分为4档，新
车费率从25%到最高30%，旧车费
率从20%到22%。

销售人员算账：
保费确实贵了

《通知》要求对手续费报行合
一进行监管，报多少，就给多少，
不得以任何形式突破手续费上
限，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机
构或个人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
这就意味着，手续费率统一收缩，
车主们需要支付更多的保费。

一位保险销售人员以三年未
出险的福特福克斯为例，为我们计
算了“报行合一”实施前后的车险
价格对比。在“报行合一”执行之
前，该车的商业车险2080元，交强
险665元，车船税180元，合计保费
2925元。由于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自
己开出的“手续费”额外获得“返
现”或者礼赠，车主可以选择800
元现金或900元加油卡，因此车主
实付保费在2100元左右。启动“报

行合一”后，根据约定的统一费率
标准，这位车主实际支付的保费约
为2500元，比之前要多付400余元。

其实在此次大动作之前，监
管针对产险公司手续费的恶性竞
争一直在行动。今年5月银保监发
布《关于商业车险自主定价改革
试点地区费率方案报送有关要求
的通知》、3月发布《关于商业车险
费率调整及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受监管政策影响，有车主
表示，之前的车险还有直接返现，
今年只有赠送停车券、洗车券、交
通卡之类的优惠了。

对于“报行合一”的实施，大
型险企表示“喜闻乐见”，令人意
外的是，备受冲击的中小险企也
并没有因为此举缩小了自身价格
优势而叫苦连天。某中型险企四
川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手续费率得到控制、佣金
返现也会随之减少，虽然从短期
来看，中小险企的产品总体价格
优势会有削弱，压力真实存在。但
从长期来看是一件好事，因为原
先的盈利模式无法长期持续，而
且小型险企规定的手续费率上限
较大型险企更高，还是有一定的
生存空间。如果不进行管制，价格
上的恶性竞争对中小险企来说也
是“慢性死亡”，没有长期利益可
图。“长时间的价格战争其实已经
让我们中小险企很疲惫了。”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从“证照齐全”到“深表歉意”，仅用了几天……美年健康广告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