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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程序全体验

人寿财险就是好

12 月 17 日 12 时，笔者跟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鹤壁市中心支公司互动业务部高波经理对理赔部的

服务进行了一次测试。 测试方式是高经理找来一辆车停在

淇滨区科达学校门口后， 让笔者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该公

司的全国统一报案电话 4008695519，称自己的车撞到一辆

电动自行车伤了人，然后对理赔人员联系客户时效、到达现

场时效和服务用语、服务态度等进行测评。

笔者电话报案成功后， 理赔工作人员在 2 分钟内查

找到事故地点， 与笔者联系核实事故地点及现场基本情

况，并嘱咐笔者报 110 和送伤者就医。 12 分钟后，理赔人

员在承诺到达的时间内开车来到现场，“肇事车” 上的人

寿财险工作人员下车后， 和前来理赔的工作人员相视一

笑，“原来是一次测试”。

正当笔者认为事情已结束时，“肇事车” 上的工作人

员却拿出一张卷子递给理赔员， 而理赔员也拿起卷子熟

练地做起来。这是咋回事？原来他们公司不但率先在我市

使用 GPS 移动定位系统用于事故现场查勘， 还在出现场

的车上配置了一些应急处理的小工具和药品。 该公司每

个月都会对理赔人员进行一两次这样的抽检， 每次除了

考查理赔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出车速度外， 还要进行一次

书面的理赔知识测试。 这种测试是非常严格的，有一次被

抽检到的一个理赔员的其他环节都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

穿了一双颜色不合要求的袜子，就被扣了分。

高经理说，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市中

心支公司自 2008 年 3 月成立起， 作为鹤壁市场上开业较晚

的财险公司，靠着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管理，才锻炼出了一

批认真敬业的员工。他们用热情周到的服务获得了广大客户

的认可，保持了鹤壁市场份额第 2 名的好成绩。 高经理提醒

广大市民，如果开车外出时不慎遇到事故，不要慌张、不要变

更事故现场，可先拨打车辆承保公司的报案电话，保险公司

的理赔人员会提醒你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比如需要报警和有

人受伤时可拨打 110 和 120。 （杨阳）

“神秘人”扮储户

考查员工服务质量

以此督促员工文明规范服务

助力农行提升服务质量

淇滨区的刘女士近来发现， 她去农行办理业务时感

觉服务越来越好了。 原来，近期农行制定了多种措施，来

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包括不间断进行“神秘人”假扮储

户办理业务，实地暗访考查员工的真实服务水平。

按农行规定，各营业点凡是被评为“优秀基层站所”

的，按获得的次数在零售板块考核中进行加分。 凡被评为

“群众不满意基层站所”的网点，取消年度零售业务评先

资格，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理。

同时，农行还通过网点改造来改善服务环境，用增加

自助银行来减少群众办理业务排队等待的问题。 同时认

真开展优质文明服务，通过开展业务技术竞赛活动，促进

员工服务技能、 工作效率的提高。 除了通过不间断进行

“神秘人”暗访来督促员工文明规范服务外，还聘请社会

监督员对农行营业网点的服务进行有效监督， 不断提高

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最后，农行各营业网点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鹤壁分行服务承诺书》公开向社会承诺，杜绝不合理

收费，搞好文明优质服务。 （杨阳）

国寿大讲堂 鹤壁受欢迎

12 月 30 日 10 时， 鹤壁迎宾馆三楼的国际会议厅里座

无虚席，这里正在举行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健康中原，幸

福河南”国寿大讲堂全省路演鹤壁站 VIP 客户专场活动。

舞蹈《感恩的心》拉开活动序幕后，郑州人民医院心脏

内科主任、心脑血管专家、健康大讲堂主讲人刘恒亮用近两

个小时时间，通过大量的事例论证，向大家讲解心脑血管病

的危害与预防，并现场解答了听众关心的一系列疑难问题。

刘恒亮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强化群

众的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意识， 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身体

素质，更好地为和谐幸福社会的创建提供保障。

来听讲的多名市民均表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得心

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大了，真得好好学学养生方面的知识。

像国寿大讲堂这样的活动，他们觉得非常有必要，也希望

以后多举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杨阳）

你越理财，财越离你？

———揭开理财市场三大乱象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姚玉洁 桑彤 王涛

“火腿”“门票”理财，有多少“炒作”可以胡来？

理财市场近期有点“欢乐”。 继金

字火腿宣布计划通过工商银行发行 2

亿元的巴玛典藏发酵火腿收益权理财

产品后，华侨城 A 宣布推出欢乐谷主

题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募资 18.5 亿元。

“连火腿和门票都可以推理财，还有

什么不能？ ”一位长期关注理财产品的投

资者卫薇说，下一步是不是醋、酱油、豆

腐乳都可以作为理财产品的投资标的？

金融创新是假，“手紧”借钱是真。

中信建投研究所银行金融服务行业研

究员佘闵华说：“一些企业打着另类理

财旗号，除了制造噱头，最主要是在其

销售业绩不佳、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

以较低的成本融资借钱。 ”

“另类理财往往是与实物市场的投

资炒作泡沫相呼应，从普洱茶、红酒、艺

术品，乃至‘蒜你狠’‘豆你玩’行情，都会

有银行跟风推出相关挂钩理财产品，大

部分都是炒作概念。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

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说。

另类理财看起来很美， 却可能是

刺人的蔷薇。 一些银行跟风发行的碳

排放权理财产品、农产品理财，不是零

收益，就是大幅亏本。

近期塑化剂超标事件也给白酒收

藏理财市场带来不小冲击， 部分白酒

理财产品或难实现高收益。 上海国际

酒业交易中心行情显示， 截至 12 月

24 日 ，沱牌舍得公司发行的“水晶舍

得 2012”最新价格为 535 元，较上市价

格 780 元已跌去逾 30

％

；西凤“凤香

50 年 2012”最新价 585 元 ，较发行价

800 元跌去 26.9

％

。

记者采访发现， 挂钩酒类的理财产

品往往因标的物价格波动大、 信息不透

明、流动性差等特点，具有较大风险。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实验

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说：“随着我国理财

市场规模增长和品种增多， 一些复杂

的理财产品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市场

亟待建立独立的评级评价制度来弥补

市场纪律。此外，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披

露机制，让投资者及时、便捷地了解理

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 避免因信息披

露不足、 监管者风险提示滞后等信息

不对称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

老母鸡变鸭，还有多少“黑嘴”在“忽悠”？

79 岁的陆大妈本想去华夏银行

上海嘉定支行办理五六万元的存款，

理财经理建议她买一款 50 万元起售、

年收益 11

％

的“理财产品”，“百分百

没风险”。老人家回去就找亲戚朋友凑

足 50 万元购买了这款产品。 一年后，

她才发现养老钱打了水漂，血本无归。

实际上，这款所谓的“理财产品”

并不是银行发行的， 也不是银行代销

的， 而是银行员工私下售卖的一款涉

嫌违规的“有限合伙私募基金”，俗称

“地下私募”， 目前投资者损失已超亿

元。

记者采访发现， 类似的销售“忽

悠”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上海白领强

小姐到建设银行上海某支行办理 5 万

元定期转存， 在工作人员推荐下购买

了一款预期年化收益 6

％

的“理财产

品”。

“签字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回执单

从合同上裁下来单独让我签字， 当我

最终发现合同上‘新华保险’ 的字样

时， 销售人员还谎称是理财产品附赠

的保险。 ”强小姐气愤地说，“实际上这

个产品必须要连存 5 年， 如果中途取

出至少要承担 30

％

的损失！ ”

一位第三方理财机构经理透露，

一些品质欠佳的产品为了能在银行销

售 ， 给出的回佣最高能达到 3

％－

5

％

。 在诱惑面前，一些基层银行和个

人丧失底线，“忽悠” 消费者购买不适

合他们的理财产品。

一位银行管理层人士告诉记者：

“银行要以最醒目的文字、最直白的语

言，告诉投资者最坏的情况是什么，而

我们现实中对投资者宣传的恰恰是最

佳情况下的收益率。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说：“部分银行唯利是图、 见利忘义，严

重违背了商业伦理，践踏了金融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作为面对投资者最直接的

金融渠道，银行凝聚着社会最核心的财

富，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

说 ：“一些银行滥用部分消费者对其

‘准国家信用’的认识误区，利用自身

专业优势，对消费者隐瞒关键信息，或

者以虚假信息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判

断和决策，可以视为典型的金融欺诈。

必须改变当前投资者与金融机构权益

不对等的现状， 尤其要支持投资者通

过集体诉讼维权，让‘以身试法’的机

构付出惨痛代价， 才能维护理财市场

公平秩序。 ”

基金银行“坐庄”，投资者“站岗”几时休？

2012 年基金业绩惨淡依旧，但基

金首募规模却屡创新高， 这一异象背

后， 是相关利益机构联手“坐庄”，先

“托市”后“脱壳”，用假象吸引投资者

入局“接棒”“站岗”。

基金三季报显示，八成次新基金开

放后规模缩水超过 50

％

。 其中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的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

票基金，首募规模为 9.42 亿份，今年年

中份额急剧“缩水”94

％

至 0.54 亿份。

业内人士透露，基金赎回潮背后是

“托市资金” 出逃。 基金以高回佣为报

酬，吸引银行、券商等机构鼎力“托市”，

制造“申购踊跃”的假象，吸引基民跟风

购买。 一旦基金业绩不佳，“托市资金”

果断出逃，把基民留下“站岗”。

根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上

半年基金共赚取管理费 139.01 亿元，

而付给销售机构的尾随佣金就达 22.6

亿元， 其中金额最多的华夏基金达到

1.59 亿元！

基金请客，银行吃饭，基民买单。 知

名财经评论员曹中铭说：“‘托市资金’撤

退后， 火爆募集的基金几乎变成了一副

空壳。从本质上说，这与新股发行中的粉

饰业绩、包装上市并没有什么区别。 ”

针对行业内乱象，有专家认为，高

额回佣本质上属于不正当竞争， 存在

商业贿赂的潜在风险。 监管部门应推

动基金托管费率阳光化、透明化，并明

令禁止灰色的佣金、返点等现象。

刘俊海说， 要保障广大基金持有

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可采取

公开竞标的方法， 选择质优价廉的银

行托管服务，遏制机构联手“坐庄”的

丑恶现象，对该“食物链”中存在的违

法行为应追究法律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执行院长张春说：“诚信是理财市场的

基石， 当前理财市场存在的运作不规

范、信息不透明、监管不到位等现象，

必须通过增强金融消费者话语权、加

大对违规金融机构的惩戒来改变。 否

则，理财市场就会变成‘博傻’市场。 ”

（新华社上海 12 月 30 日电）

■

“你越理财，财越离你”成为 2012 年投资

者心酸无奈的自我调侃。记者采访发现，理财市

场规模迅速膨胀的同时，“炒作”、“黑嘴”、“坐

庄”等乱象扰人，让投资者“增加财产性收入”的

梦想渐远。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末，我国银

行理财产品余额已达 6.73 万亿元，中国社科院

则估计 2012 全年银行理财产品募资规模流量

不低于 20 万亿元。 加上 2.4 万亿元的基金、近

7 万亿元的信托资产（大部分为理财），我国财

富管理市场规模已近 30 万亿元。 如果与千千

万万家庭财富命运息息相关的理财市场未能有

序发展，百姓增收大计如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