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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营销员为女性

这份《白皮书》由北大汇丰风险
管理与保险研究中心与保险行销集
团保险资讯研究发展中心联合发布，
是行业首次针对国内保险从业人员
进行的大样本线下调查。

问卷反馈数据显示，我国保险营
销员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女性为
主，学历偏低，男性成长性强”。在国
内的800多万保险营销员中，有71%是
女性，男性占29%。25岁～45岁的营
销员占据主体地位，近80%；学历以
大专为主，约占40%，本科及以上的
营销员仅占到21.9%；省会城市和直
辖市吸纳了超过60%的从业人员。

半数营销员月收入低于6000

《白皮书》数据显示，800万营销员
的平均年资为3年左右，相对较短，行
业流动性大。约40% 的保险营销员年
完成保单数为12件～24 件，占比最
大。从收入上看，有12.7%的营销员收
入不如3000元，约一半的保险营销员

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月收入2万元以
上仅占9.2%。

数据统计人员表示，这一结果与
样本中新人（营销工作年资13个月以
下）比重较高（40.9% ）有关。与新人普
遍收入不高相比，在行业里坚守5年以
上的“前辈”们通常能获得较高收入。
从业5年以上的业务员，大部分都能做
到收入过万，更有超过20%的业务员已
经做到了月入2万以上；在工作10年以
上的人群中，年完成保单数超过24件
的比例达到63% ，月收入1万以上的则
占到65%，月入2万的达到了40%。

超过8成营销员靠熟人带业绩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
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中国的熟人
社会特征至今仍适用，尤其是做营销
工作，无人脉、客源单一者注定难以
生存，这一社会特点与白皮书的调查
数据不谋而合。

根据《白皮书》的调查结果，国内
营销员获客最主要的渠道是缘故，即
身边的熟人，超过80%的营销员反映
其客户来源于缘故，紧随其后的是转
介绍渠道。这两者都是从营销员自身
的生活、工作圈子拓展而来。

调研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5%的营
销员认为自己在销售产品时，带有较
大的个人功利性，绝大多数营销人员

都是以客户的利益为导向。同时，为了
维护客户关系，营销人员会将自己的
部分收入投入到客户服务中，一般是
5%～15%。

专家：保险从业者仍大有可为

2014年保险营销员入职资格考试
取消后，行业从业人员一度出现大幅
增长，到2017年底已经超过800万，意
味着每200人中就有一人在从事保险
代理工作。

然而，在行业快速发展、从业人
员大量涌入的同时，由于管理粗放、
大进大出、素质不高、关系不顺等问
题依旧突出而严峻，个险营销员的发
展完全与之江湖地位、市场价值、社
会地位和个人发展并不匹配，“卖保
险的”，依旧被理解为带有一定贬义
色彩的用语。同时，大量保险营销员
自身也存在困惑：专业能力不够、缺
少社会认可和成就感，行业社会地位
低、挫败感强等。

不过，保险行销集团保险资讯研
究发展中心院长陈嘉虎认为，如果引
进有效业务员（Real Agent）的概念，
代理人增长空间仍然非常大。北大汇
丰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中心主任雎
岚也表示，中国保险业持续快速增
长，中国保险业未来仍具有良好的成
长潜力。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关于持币过节还是持股
过节的问题，国庆长假后的
首个交易日给出了答案。10
月8日，沪深股市全线下跌，
三大股指中的上证指数跌幅
达3.72%，深成指与创业板指
数跌幅均超过4%，3000多家
上市公司只有不足200家上
涨，沪深股市上演了“黑色星
期一”的悲惨一幕。

实际上，9月28日收盘后，
绝大多数投资者对于节后的
走势是充满期待的。毕竟，虽
然今年的股市持续下挫，并且
跌幅也不小，但上证指数在9
月18日下探2644点后，即开始
了一波反弹行情，短短的八个
交易日，股指最高曾上摸2827
点，期间的最大涨幅为6.92%，
这在今年如此低迷的行情下
是难能可贵的。

而且，节后的股市，其实
也迎来了两大利好。比如银保
监会于9月28日发布《商业银
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下称“理财新规”），理财新规
对于银行理财产品通过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股票打开
了方便之门。由于银行理财资
金规模超过22万亿，如果有
3%的资金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进入股市，也将为股市带来巨
量资金。再如长假最后一天，
央行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将
释放流动性7500亿元，这对股
市而言同样是利好消息。

然而，理想很丰满，但现
实很骨感。本周一的暴跌，或
再次改变了许多投资者对于
股市的“信仰”。对于周一的股
市暴跌，个人以为有几个方面
值得关注。当然，首当其冲的
莫过于境外市场的表现不佳。
长假期间，无论是欧美股市，
还是亚太市场，均出现下跌。
比如韩国市场的KOSPI指数
下跌了3.22%，香港恒生指数
更是下跌4.38%。境外市场特
别是香港市场的表现，对A股
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在长假后首个交易日
还未开盘前，投资者对于股市
会受到影响是有一定的预期

的，但很显然没有预料到会出
现如此大的跌幅。

10月8日的股市大跌，蓝
筹股与白马股的疲软表现堪
称罪魁祸首。以上证50指数为
例。当天上证50指数下跌了
4.60%，远远高于上证指数的
跌幅。而且，由于上证50指数
成分股都是蓝筹股与白马股，
并且都还是权重股，上证50指
数成分股的大跌，对市场所产
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像上汽集团早盘即跌停，对市
场人气打出极大，其他的诸如
贵州茅台、中国石化、宝钢等
的跌幅，都超过了6%。这些蓝
筹股与权重股的大跌，无形中
会加剧沪深股市的下跌。

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美
国加息的因素显然也不可忽
视。虽然美国加息的时间出
现在长假前，但美国加息会
吸引资金回流美国市场。而
且，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今
年12月份或会再次加息，这
会增加对资金的吸引力。周
一股市暴跌，沪深股通资金
净流出近百亿元，背后不能
说没有美国加息的影响。

当然，投资者对沪深股
市信心严重不足亦是其中的
重要原因。今年股市的持续低
迷，对市场信心的打击是不言
而喻的。虽然节前股市出现反
弹，但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挽回
投资者的信心。也正因为如
此，股市的跳空下跌，再加上
蓝筹股与白马股的糟糕表现，
更容易在市场上引发“羊群效
应”，而“羊群效应”传导的结
果，必然是投资者纷纷夺路而
逃，继而在市场上形成惨烈的

“多杀多”。
虽然周一股市出现了暴

跌，但个人以为没什么可怕
的。一来沪深股市估值处于
低位，值得长线投资的个股
不在少数。二来此次股市下
跌，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下
跌，实际上也为长线资金进
行战略性建仓提供了机会。
因此，对于今后的A股市场，
个人仍然是坚定很好的。

此次沪深股市暴跌
没什么可怕的

□曹中铭

国内800万保险营销员大起底：

女性占主导
月入2万以上的不足1成

在保险营销员制度引进中国的
近三十年间，国内的保险营销员从
0到超过800万，增长迅猛。数据显
示，2017年中国保险行业营销员新
增数量超过400万人，脱落率高达
70%。

在高歌猛进的保险行业里生
存，国内800多万营销员的生存状
态究竟如何？近日，首份保险营销
员大样本调查《2018年中国保险
中介市场生态白皮书》出炉。白皮
书收纳了18个省、4个直辖市、3个
自治区的85个城市35家保险机构
的营销团队的有效问卷10399份。
根据《白皮书》内容，国内有7成保
险营销员为女性；约一半的保险营
销员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月入2
万元以上的仅占9.2%；超过8成业
务员的业绩来自身边的熟人，“杀
熟”依然是目前保险营销员的主要
获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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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营销员主要客户来源

年龄与主要客户来源的关系

10月3日，体彩超级大乐透第18116
期开奖，全国共中出六注一等奖，每注
奖金763万元，这之中三注一等奖花落
四川，内江市隆昌一张“10+3”的1512元
的复式票就是其中之一，这张彩票共中
得一等奖1注，二等奖2注，三等奖25注，
奖金总计811万余元。而这张彩票是隆
昌当地一个合买团队中出的，他们之中
有三、四十人在10月8日包大巴车赶往
成都，领取了这一大奖。

隆昌合买团队的发起人以及命中
大奖的选号者高女士本身也是隆昌当
地的体彩销售网点业主，她说：“我们
这个合买团队已经成立了一年，目前
当地有六个体彩销售网点参与其中。”
9月3日，这个合买团队曾命中过一注
15万的大乐透二等奖，而10月3日命中
811万的合买有80余人参与，每股20
元，最多一位认购者买了五股。”

在中得大奖后，参与合买的彩民
每一股可以分到6万多元的税后奖金，
买了五股的“最大股东”则可以收获30
多万元的税后奖金。令人惊讶的是，作
为合买发起人和选号人，高女士却没
有投资参与这次中奖合买。高女士说：

“作为体彩网点的业主，我的任务是组
织大家合买和为大家选号，但不一定
每期都要加入。”在成都商报记者询问
高女士是否后悔时，她说：“我不后悔，
彩民中了大奖我一样高兴。而且，隆昌
第一个大乐透一等奖、811万的大奖就
是我选出来的，这足以让我自豪了！”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度过愉快的国庆节后，您是否又缺
着牙扛过了这个美食飘香的假期，享不
了美食，戴着假牙也不敢开怀大笑。

为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保障市民
口腔健康，老有所享，“关爱牙齿健
康--种植牙补贴”已启动发放，补贴
为500-2000元不等，即日起正式实
施。现拨打电话028-69982575全家人
均可报名免费种植牙、免费数字化三
维立体口腔筛查、领取种牙补贴等专
项援助。
缺牙不治，小心秋后算账

有的人不把缺牙当回事，殊不知
长时间缺牙，无法正常咀嚼，阻碍肠胃
吸收，无法及时补充营养，长期以往，
易拖垮身体。
选择种植牙，就是选择健康

种植牙以精准快捷、坚固稳定、耐
用被很多市民选择。对于缺牙多的，可
选择种植2颗/4颗即可恢复半口/全口
牙齿，是经济实惠的优质之选。做种植
牙的市民反映，接受牙齿种植后，再也
不用顾虑想吃的食物不敢吃了，身体
素质比以前好了许多，精神状态也好
了许多。
免费送种植牙、做牙补贴发放
1、周六，共免费送两颗种植牙，需先打
电话69982575报名登记
2、拔牙一颗8.8元、进口树脂补牙一颗58元
3、周六种植牙补贴现场，每个人均可
领 取 每 颗 500-2000 元 种 牙 抵 用 卡
（500个名额）
4、全家人可享数字化三维立体口腔筛
查，全额免费

拨打电话028-69982575，报名
登记补贴、全家人的免费口腔筛查。

理财产品1万元起购
有银行开始了

9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商业
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允许将
单只公募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从5万元
降至1万元。10月8日，交通银行发布公
告称，从即日起下调部分理财产品的销
售起点金额至1万元，成都商报记者在
查询了各主要商业银行的相关信息后
获悉，交通银行是首家在新规实施后下
调理财产品销售起点的商业银行。

2002年，我国的商业银行陆续开展
理财业务。截至2018年8月末，非保本理
财产品的余额已达22.32万亿元。银保
监会表示，为了让更多合格的投资者有
机会参与到银行理财的业务中，市场机
构一直有反映希望进一步降低理财产
品销售起点。9月28日颁布并实施的《商
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明确指
出，将单只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由目
前的5万元降至1万元。10月8日，交通银
行发布公告称，对部分面向个人客户销
售的存量及在售公募理财产品起售金
额调整为1万元起。同时，该行也调整了
部分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起存金额。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内江隆昌
80余人合买中811万大奖

关爱牙健康
种植牙补贴正式发放

在FF的官方回应中，第一段便
对FF是否能进行量产进行了回应。事
实上，全文1000字的生命中，“量产”
一词出现了六次。FF面临的是何种量
产压力？如果不能完成将会如何？

“已经跑通了包括供应链在内
的所有量产准备。2018年8月28日，
FF在汉福德工厂庆祝了首台预量产
车的按时顺利下线，并量产在即。”
FF称。FF认为，投资方恒大对于与FF
母公司早前所签订的投资合约条款
出现多条违约，尤其是未能按时履
行对FF的相关财务承诺。“FF正在通

过公平、公正、公义的一切必要手段
来保护公司、全球近2000名员工和
全球预订用户的正当利益，并确保
尽快高品质地向全球用户交付FF
91量产车。”

事实上，在《成都商报》8日的报
道中便指出，援引腾讯《一线》对接
近FF人士的采访，如果贾跃亭等人
无法在2018年底之前兑现首批电动
车量产交付之承诺，即可能被视为
对恒大健康这位大股东的违约情
形。届时，贾跃亭等FF原股东将失去
对合资公司的约88%的投票权，即失

去对FF的实际控制。
具体而言，因为合资公司在投

票权上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安排，恒
大持有每股股份配有1票投票权，
而FF前股东持有每股股份配有10
票投票权。即大股东恒大健康透过
时颖公司仅持有Smart King 12％
的投票权，而贾跃亭等FF原股东投
票权则高达88％。但如果贾跃亭等
FF原股东违约的情况下，其投票权
将出现反转，特别投票权将回转到
恒大手中。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10 月 8 日 ，Faraday
Future（法拉第未来，以下简
称FF）发布公告称，FF试图
解除与恒大协议的唯一原因
在于，恒大没能进行其已经同
意的投资行为。FF称，恒大不

应该在暂停投资的同时，阻碍FF接受其他的融资或投资方案。
7日晚，恒大健康（0708。HK）曾发布复牌公告，称FF董事长贾

跃亭半年耗尽恒大投资的8亿美元，又向恒大提出再提前支付7亿
美元，未达目的后提出仲裁，要求剥夺恒大对FF相关母公司的融资
同意权以及撕毁所有合作协议。彼时，有接近恒大的知情人士告诉
成都商报新闻记者，“这是贾跃亭毁约在先，相当于他单方面地撕毁
了合作协议。”

是FF在恒大健康“雪中送炭”后“恩将仇报”，还是恒大“落井下
石”欲在FF困难时期吞并FF？目前双方各执一词。但事实上，此时
离恒大与FF“联姻”还不足4个月，双方却站在了“分手”的边缘。

7日，恒大健康的公告里提出，
2018年7月，原股东提出时颖的8亿美
元已基本用完，要求时颖再提前支付
7亿美元。时颖与Smart King及原股
东签订了补充协议，同意在满足支付
条件的前提下，提前支付7亿美元。

公告称，原股东利用其在合资公
司多数董事席位的权利操控合资公
司，在没达到合约付款条件下，就要
求恒大付款，并以此为借口于2018年
10月3日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

裁，要求（1）剥夺时颖作为股东享有的
有关融资的同意权；（2）解除所有协
议，剥夺时颖在相关协议下的权利。

而在FF的回应里，FF称在支付
了首笔8亿美元之后，2018年7月，恒
大“主动”提出签署原投资协议的补
充修订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
议”），并同意在原合约约定日期之
前，进一步向FF提供资金保障。

FF称，虽然FF和其创始人贾跃
亭已经如期完成了2018年7月投资

方提出签署的三方协议中要求的全
部支付条件，除了首笔8亿美元投资
之外，恒大未能兑现向FF支付任何
额外资金的承诺，反而试图获得对
FF中国和FF所有IP的控制权及所有
权。在这期间，恒大也阻止FF接受任
何来自其他来源的直接融资。

“ 恒大不应该一方面拒绝支付
资金，另一方面享受补充协议生效
后的权益，包括接管FF中国的大部
分经营管理权。”FF称。

恒大：8亿美元已基本用完，要求再支付7亿美元
FF：恒大健康未完成后续支付关于提出仲裁：

如FF原股东不能在年底前兑现量产交付承诺
可能被视为对恒大健康违约关于“量产”：

【虽然周一股市出现了暴跌，但个人以为没什么
可怕的。一来沪深股市估值处于低位，值得长线投资
的个股不在少数。二来此次股市下跌，以及今后可能
出现的下跌，实际上也为长线资金进行战略性建仓
提供了机会。】

法拉第未来FF91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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