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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车险缴费实名制”正式实行

验证费用将由险企承担

财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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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车险实

名缴费正式实行。日前，广东省保险行业

协会

（下称“省保协”）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从 4 月 26 日晚上 8 时起，“车险缴费

实名制”正式在广东地区

（不含深圳市，

下同）

实行，投保车险时，消费者需通过

“短信验证”和“支付实名认证”双重认证

来证明本人身份。 验证所产生的相关费

用将由险企承担， 不会给投保人带来额

外的负担。

“短信 +实名”双重验证

此前， 车险投保规范性存在着很多

“漏洞”，导致车主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状

况时有发生， 投保人的资金安全和信息

安全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为此，近日，省

保协拟定并发布《广东机动车险保险投

保实名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从 4 月

26 日起，广东地区正式实行车险缴费实

名制。所谓“车险缴费实名制”，是指广东

地区投保人或被保人为自然人的车险客

户（摩托车、拖拉机及港澳车除外）在购

买机动车辆保险时， 通过车险投保短信

验证和缴费实名认证系统进行“短信+

实名”双重验证。

其中，“短信验证”过程中，投保人必

须填报本人的手机号码， 通过手机所收

到的验证码进行确认。 而“支付实名验

证”过程中，投保人在支付保费时，需要

进行实名认证。省保协提醒，同一手机号

不能对应超过 3 个车牌号，而在支付时，

投保人可选择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多

种方式完成支付。

省保协表示，制度实行以后，投保人

需用本人实名账户一次性全额支付保

费，严禁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以及保

险从业人员以各种形式垫付保费。 当投

保人信息与缴费人账户信息不一致或存

在其他特殊情形的， 需要到保险公司经

营场所内办理投保， 并对销售环节同步

录音录像或留存拍照资料。

不会给投保人带来额外负担

省保协指出， 实名验证所产生的额

外费用，比如短信验证、实名认证所产生

的短信费用等相关费用， 将由保险公司

支付。截至 4 月 19 日，省保协辖下 40 家

会员公司已通过短信验证和车险缴费实

名制系统验收。

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石道坚指

出，此前由于投保流程不够规范，很多客

户连自己的保单信息都不太了解， 而此

次实名制的实行， 就有助于保护消费者

的知情权， 防范个别保险从业人员截留

客户信息或擅自为客户投保， 从而保护

消费者对本人投保情况的知情权。

“保费由投保人账户直接缴纳至保

险公司账户， 有效杜绝第三方代收代付

保费， 从而更有效地保障投保人的资金

安全。 ”石道坚表示，通过实名制保险公

司可以加强与客户的沟通， 为客户提供

更多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如及时推送巨

灾风险提示、防灾减损建议、索赔维修指

引等针对性强的服务。 此外， 石道坚指

出， 车险缴费实名制的实行也有利于防

范保险诈骗， 防止个别无良汽修厂在汽

车送修时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故意制

造或扩大车辆事故， 擅自向保险公司出

险索赔的问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4 月 A 股开始出现调整，4 月资金

流入趋缓，北向资金开始净流出，

融资融券增长趋缓。5 月份该怎样

进行投资？ 挖财基金最新研究报

告指出， 建议大类资产的配置优

先顺序为 A 股、货币/短债、黄金、

债券型基金、港股、美股。 建议优

先关注 A 股偏股型基金，A 股板

块方面 5 月推荐 5G 和家电板块。

建议关注 5G与家电行业

挖财基金研报指出，4 月以来

地产和汽车等下游需求增速继续

改善， 而电厂发电耗煤增速虽有

回落， 但仍远高于今年前两月的

负增长， 说明整体经济依旧保持

平稳。 随着财政扩张政策进一步

落地，经济将能得到更多支撑。

5G 行业方面， 截至 4 月 15

日，华为已经获得 40 份 5G 合同，

发货 5G 基站数量超过 7 万个。挖

财基金认为，全球 5G 竞速或将进

入到白热化阶段，抢占 5G 商用先

机对于提升全球通信产业话语权

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加速 5G 发

展一方面是对于韩国率先实现

5G 商用， 我国稳步推进 5G 试商

用的回应， 另一方面或将对我国

5G 进展起到促进作用。

家电行业方面， 新一轮“家

电、汽车下乡”提速。 这次提出开

展家电以旧换新活动， 中央财政

对购买能效 2 级以上、获得 3C 认

证的新型绿色、 智能化产品给予

不高于产品价格 13%的补贴，单

台上限 800 元。 地产后周期的需

求将好于市场预期。 一二线地产

销售自 2018 年第四季度开始复

苏，2019 年第一季度特别是 3 月

大幅增长，由于二手房占比较高，

很快将于 2019 年下半年带动后

周期需求， 同时 2016 至 2017 年

销售高峰陆续进入交房周期，综

合来看年内地产后周期板块的需

求很可能持续改善。

债券维持标配建议

挖财基金研报指出，3 月社融

增速回升至 10.7%，预示中国经济

有希望在 2019 年 2 季度见底企

稳。 由于社融增速的大幅回升，加

上 3 月份通胀出现短期回升，意

味着央行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

必要性大幅下降。

挖财基金认为， 今年一季度

资金宽松预期和风险偏好回升共

同驱动债市， 二季度基本面因素

将让债市持续震荡， 债券维持标

配建议。

5月份应坚持

股债均衡配置

挖财基金建议重点关

注5G和家电板块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建信基金旗下

产品 2018 年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185.78

亿元，位居行业第 2 位，同时自成立以来

为创造收益合计达 774.80 亿元，位居行

业第 8 位。今年一季度，旗下共计 7 只基

金收益率超 40%，另有 38 只基金年内收

益率超 30%（各类份额合并计算）， 为投

资者把握住市场机会赚取了良好回报。

今年来 A 股投资机会呈现多样化，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多点开花”。 银河证

券数据显示，旗下 38 只权益基金产品一

季度回报超 30%。基金四季报显示，该公

司产品对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的持仓占比较高， 把握住了市场机

会。

4 月 25 日， 由 《上海证券报》 主

办的“2019 中国基金业峰会暨第十六

届金基金奖颁奖典礼” 在上海举行，

华安基金一举斩获“2018 年度金基

金·TOP 公司奖”。 产品方面， 华安策

略优选混合基金获颁“三年期金基金·

偏 股 混 合 型 基 金 奖 ” ， 华 安 上 证

180ETF 荣获“三年期金基金·指数基

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以来华安基金

已斩获 12 座业内权威大奖，再次实现三

大报公司奖项“大满贯”。据了解，本次获

奖的两只产品均成立超过 10 年，经历市

场牛熊考验， 为持有人赢得了较好的回

报。

4 月 25 日，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

第十六届“金基金”奖评选结果揭晓，凭

借各项业务快速增长和稳健的业绩表

现，鑫元基金实力上榜，荣膺“金基金·成

长基金管理公司奖”，旗下鑫元鸿利也揽

获“金基金·债券基金奖

（一年期）

奖”。公

司类、产品类奖项的获得，表示鑫元基金

受到投资者的一定认可。

据了解， 中国金基金奖在业内享有

声誉，是公募基金领域的权威奖项，由上

海证券报联合银河证券、 晨星资讯等专

业基金评级机构贡献推出， 至今已走过

16 年历程， 持续为投资者贡献价值指

导。 鑫元基金此次一举摘得两项权威大

奖，是业内对其综合实力的认可。

4月25日，由上海证券报社主办的第

16届中国“金基金”奖颁奖典礼在黄浦江

畔举行，浦银安盛基金荣膺“金基金 .债

券投资回报基金管理公司奖”，连续三年

蝉联这一奖项， 也是浦银安盛收获的第

十座金基金奖杯。

作为业内最具公信力的基金奖项之

一， 金基金奖评选注重基金业绩的长期

性、一致性表现。据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

至2018年末，浦银安盛基金公募固定收益

类产品

（不含货币基金规模）

管理规模达

480亿元，在全行业内位列第17位。 2018年

浦银安盛基金旗下固定收益类产品净值

增长率位列全行业前1/4， 在固定收益类

中型基金公司中排名第2，位居领头阵营。

浦银安盛收获债券投资回报公司大奖

建信基金7只产品年内回报超40%

华安基金再次实现三大报公司奖项“大满贯”

鑫元基金连获两项权威大奖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