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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民网购健康险大调查来了

最受欢迎的网购健康险和保险公司将一一出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突发

的疫情， 让更多人认识到保险的重要

性，不少人认为有必要增加保险，尤其

是健康险方面的消费，以防范风险。 在

此方面，由于购买方便、触达便捷，网购

健康险成为了新的爆款，市场热度不断

上升。

为了解网购健康险的产品和服务

评价， 及时反馈仍待改进和完善的地

方。 从今天起到 6 月 24 日，信息时报社

在旗下微社区 140 多条街道公众号发

布调查问卷，对目前市场上的热卖网购

健康险进行调研，最终形成《2020 广州

市民网购健康险调查报告》。

调研网购健康险生态和服务状况

据悉，本次报告将从网购健康险市

场变化、购买需求、爆款选择、产品缺陷

等多个方面对目前网购健康险的生态

和服务状况进行一个客观调研，产品涉

及目前备受追捧的“百万医疗险”“长期

医疗险”等爆款产品，公司覆盖众安保

险、平安健康、泰康在线、人保健康、国

华人寿等多个中小人身险公司。

通过广泛调研，报告将帮助业内人

士和市场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当前网购

健康险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所在，以及产品亟需改进的地方，从而

为行业设计和研发出更符合消费者需

求的网络医疗险、重疾险产品，为进一

步推动网购健康险的健康发展、网络保

险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贡献力量。

选出最受消费者认可的产品和公司

整个调查将持续一周， 从 6 月 18

日~6 月 24 日，调查结果将于 6 月 30 日

前公布。 届时，市民可从报告中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网络

医疗险产品，以及由消费者评选出来的

“理赔服务最能让人满意”、“最不能让

人满意”的保险公司，和相关方面的改

进建议。

本次调查将邀请行业人士，包括本

地高校教授以及行业专家，为网购健康

险的发展现状、产品缺陷及改进方面做

出具体的分析和建议，包括针对部分公

司出现的理赔流程繁琐、 进度拖沓、惜

赔少赔问题给予分析和意见，同时为未

来网购健康险的科技赋能方向、实际应

用给予建议。

上交所上半年IPO融资全球第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根

据 6 月 16 日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

务组发布的分析，今年上半年，中

国内地和香港新股上市仍然继续

表现强劲。 以新股融资额计算，由

于大量科技新股于科创板上市，

令到上交所能够稳守全球领导地

位， 再次超越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

斯达克。

内地上半年预计录得 117 宗

IPO 融资 1381 亿元，较 2019 年上半

年的 64 只新股融资 604 亿元分别增

长 83%和 129%。 上交所凭借 72 宗

IPO 融资约 1105 亿元， 继续领先于

深交所

（

45

只新股；融资

276

亿元）

。

德勤预计， 科创板今年全年或

有 100~120 家企业登陆，融资额达到

1100 亿~1300 亿元，而主板、中小板

及创业板全年估计约有 130~160 只

新股融资约达 1700 亿~2200 亿元。

数据显示， 今年港交所前五大

新股全数为新经济企业， 融资总额

共计约 629 亿港元， 其中包括京东

（融资

301

亿港元）

和网易

（融资

243

亿港元）

， 总体较去年同期的 288 亿

港元大幅上升 118%。德勤预测，2020

年全年港交所将会有大约 130 只新

股上市， 大约会有 5~8 只中概股来

港作第二上市，融资共计约 1600 亿~

2200 亿港元。

景顺长城

正式发布ETF子品牌

以主动权益见长的景顺长城在公司成

立 17 周年之际宣布升级公司 ETF 发展战

略，正式发布子品牌“Smart ETF”，寓意为

向投资者提供更聪明更灵活的 ETF。 景顺

长城依靠自身优势，在 ETF 战略上将重点

发展 Smart Beta ETF， 同时积极布局于存

在行业空白领域的风格类、 行业类、 策略

类、指数增强 ETF 等。

景顺长城 ETF 投资总监崔俊杰表示，

目前 ETF 赛道竞争白热化，景顺长城未来

在 ETF 的布局上采取主线+辅线的策略。

以 Smart Beta 为主线， 辅线上一方面结合

公司现有的主动权益、 量化增强等方面的

投研优势，探索策略类 ETF、指数增强 ETF

等创新类型；一方面则在风格类、行业类上

寻求突破， 主要侧重于热门领域的市场空

白，尽量避免同质化，核心是寻找到有潜力

能爆发的行业，同时也在现存 ETF 中寻找

适合品种进行优化。

近十年以来，Smart Beta ETF 在海外

发展迅速， 备受关注。 据彭博统计， 截至

2019 年底， 美国 Smart Beta ETF 产品达到

900 只，规模合计 982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2%。 而国内 Smart Beta ETF 尚处开始阶

段，随着未来机构投资者增多、投资策略多

样化，Smart Beta-ETF 未来空间巨大。

大摩MSCI中国A股指数

增强基金即将发行

6 月 16 日，围绕“从可持续发展到可

持续投资”这一主题，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召开了 2020 年线上媒体交流会。 据悉，摩

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即将发行大摩 MSCI 中

国 A 股指数增强基金，将助力投资人把握

外资流入的历史机遇， 力争为持有人创造

可持续的超额收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总经理王鸿嫔认

为，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中，中国投资回报率

更具竞争力，随着国内金融市场不断开放，

外资将继续流入 A 股。 据了解，即将发行

的大摩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基金将

主要投资于 MSCI 中国 A 股指数成份股

及其备选成份股， 由于这些成分股均在

MSCI 国际指数体系内， 有望成为外资主

要流入方向。作为一只指数增强产品，大摩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还将借助量化模

型，通过对不同维度股票数据的优化处理，

力争为持有人创造可持续的超额回报。

360保险新推两款定期重疾险

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保障需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6

月 16 日， 以“变化·简化·进化” 为

主题的 360 保险新战略暨新产品发

布会线上举行， 发布两款新定期重

疾产品———“黄金甲” 成人重疾险、

“听妈妈的话” 少儿重疾险。 同时，

宣布了 360 保险与复星联合健康、

爱心人寿的新战略合作。

据介绍， 上述两款定期重疾险

专为家庭用户群体设计。 其中， 黄

金甲成人重疾险涵盖 116 种重疾，

最高保额 50 万元， 投保年龄为 18~

50 周岁， 12 种特疾可额外获得 50%

基本保额赔付。 可选责任中， 中症、

轻症不分组， 25 种高发中症最多可

赔两次， 每次赔付 50%基本保额；

50 种轻症最多可赔付 3 次， 且每次

赔付比例递增， 分别是 35%、 40%、

50%基本保额。

而听妈妈的话少儿重疾险则涵

盖 110 种重疾、 30 种中症、 30 种轻

症， 最高保额 50 万元， 投保年龄为

28 天至 17 周岁， 轻/中/重症均不

分组最多赔付 8 次， 累计赔付最高

385 万元， 且含重疾豁免与中轻症

豁免。 其中， 在投保人豁免方面，

作为投保人的爸爸或者妈妈如果罹

患罹患轻/中/重症、 身故或全残时，

后续保费都不必再交， 而宝宝保障

依旧有效。

瞄准“银发”市场

广发银行推出自在钻石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6

月 16 日是第十四届“国寿 616” 客

户节主题日， 记者从中国人寿集团

成员单位广发银行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该行推出了面向中老年

客户集一站式养老规划、 专属养老

金融产品、 多项增值服务等于一体

的养老金融产品———“自在钻石

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

明显， 早在 2016 年， 广发银行已面

向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客户推出了

普惠金融养老产品“自在卡”， 已

为超过 50 万中老年客户提供了优

质的金融服务。 为了满足不同客户

的需求， 广发银行对客群进行了细

分研究， 在“自在卡” 五心服务体

系基础上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升级，

推出“自在钻石卡”， 这也是广发

银行在养老金融细分领域的创新实

践。 成为“自在钻石卡” 持卡人，

就可以享受广发银行提供的一站式

养老规划、 专属的养老金融产品和

优越的银行服务。

据广发银行表示 ， 此前面向

600 位中老年客户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查结果显示： 中老年朋友在与银行

打交道时更关注医疗方面的权益， 希

望有专业的投资顾问为其进行养老财

务规划， 同时希望尽可能地在线上完

成一些简便业务的办理， 以减少疫情

期间面对面接触的风险。

为向中老年客户提供更便捷优

质的金融服务体验,“自在钻石卡”

客户可享网点优先叫号， 免除长时

间排队困扰； 在拨打广发银行 400

客户服务热线时， “自在钻石卡”

客户可享受贵宾专线和直连人工客

服等优越服务。 此外， 在持卡人权

益方面， 广发银行根据中老年人的

生活需求， 准备了涵盖医疗、 生活、

旅行、 运动、 养老等五大领域的专

属自在权益。 如“自在钻石卡” 客

户可以享受名医面诊、 专家会诊及

海外高端医疗转诊服务、 高端体检

等专属服务， 还有高达 30 万额度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保障。 此

外， “自在钻石卡” 客户可享星级

酒店会籍、 “广发荟” 精品五折、

高端定制旅游、 高尔夫畅打、 健身

及瑜伽课程等丰富的增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