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价格外，从国庆期间投保用
户风险意识来看，十大最具风险意
识的省市中，上海排名全国第一，深
圳、广西、北京、天津、云南、湖南、湖
北、四川、江西等地分列 2 位到 10
位。

从目的地投保率来看，境外游
风险整体大于境内游，尤其是一些
长线旅行目的地（如美国、非洲、欧

洲等）以及海岛国家，欧洲、东南亚、

海岛等热门旅游地的投保率也比较
高，这也反映出游客对这些目的地
的风险预期。

从往年国庆假期携程旅游客户
和报案理赔的数据来看，境外伤病、
医疗风险最高，个人财产损失风险
次之，个人责任造成损失、个人责任
导致行程取消等方面的风险不容忽

视。
此外，很多消费者觉得保险理

赔麻烦，但今年绝大多数保险销售
平台可通过手机端理赔。通过手机
端购买的旅游意外险，若出现航班
延误取消、行李丢失、被偷被抢、意
外伤害等各种情况，普遍可登录
APP 直接报案并上传材料，将同步
给保险公司进行定损赔付，能够完

成自助理赔，为旅游者节省了大量
的时间精力。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
会长邢炜表示，保险业要不断丰富
旅游保险产品，为旅游业提供全面
的保障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健
康旅行，助力我国全域旅游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

(新华网)

上海市游客最具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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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了解到，我国债务融资工
具市场存续规模已突破 11万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再上新台阶。

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2019 年
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金额达 3.2万亿元，同比增长
约三成，累计净融资约 9000亿元，
占当期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
7%，成为社会融资增长的重要支
撑。

交易商协会持续优化完善扶贫
票据制度，稳妥推进扶贫票据工作。
2019年上半年，共发行扶贫票据 5
只，金额 72.5亿元。截至 2019年 6
月末，扶贫票据累计发行 30只，共
345亿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贫困
地区产业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精
准扶贫项目，涉及 17个省区市，带
动 100多个贫困县的扶贫工作。

与此同时，交易商协会自推出
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以来，不断优化

完善制度机制，提升绿色企业和项
目融资便利，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截至 2019年 6月末，累计支
持 61家企业注册绿色债务融资工
具 1314.9亿元，发行 626.2亿元，引
导资金流向清洁能源、公共交通等
绿色产业，服务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2019年 9月 2日，交易商协会
修订发布《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
信息披露表》，进一步拓宽发行主体
和募集资金使用范围，扩大对科技

创新企业支持的覆盖面。截至 2019
年 6 月末，累计注册双创债 491.4
亿元，发行 320.8亿元，精准支持科
技创新企业发展。

专家指出，债券市场在落实国
家重大战略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
够通过金融手段引导、推动这些战
略的实施。这反过来也推动了我国
债券市场的多样化、规模化，有助于
促进市场的合理健康发展。

（中国新闻网）

中国债务融资工具市场
存续规模已突破 11万亿元

中国银保监会日前通报了对
人身保险产品监管中发现的典型
问题，包括部分公司产品备案后
无销量、产品责任设计与产品定
义不符、产品条款约定与法规不
符、产品费率厘定及精算假设问
题等。

银保监会要求，各人身保险
公司认真对照通报内容，引以为
戒，主动做好产品开发、销售、回
溯的全流程管理，严格执行监管
规定，力争做到未通报问题主动

纠正，已通报问题绝不再犯。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在对
各公司报备产品继续严格核查的
同时，将依托中国保险业保单登
记管理信息平台，将备案产品销
售情况核查作为常规工作定期开
展，对低产能产品占比过高、未严
格落实产品退出机制的公司，采
取行业通报、监管谈话等措施，督
促各公司提高产品研发管理能
力，开发设计真正满足市场需求
的产品。 （中国新闻网）

银保监会通报人身险
存在的典型问题

今年国庆期间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

据文旅部官方微信公众号 10
月 4日消息，国庆假期前 4天旅游
消费再创历史新高，全国共计接待
国内游客 5.42 亿人次，同比增长
8.0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526.3亿
元，同比增长 8.58%。此外，携程旅游
预测，2019年国庆旅游人次有望达
到 8亿。

伴随着国庆旅游消费的快速增
长，游客购买旅游保险的意愿也越
来越强烈。中国旅游研究院与携程
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的
《2019国庆旅游保险投保大数据报
告》（下称“报告”）显示，“旅游+保
险”一站式投保已成为游客标配，国
内游的投保游客中 50%左右选择 40
元以下的旅游险，四成左右选择 40
元到 80元。

10月 7日，《证券日报》记者也
在淘宝保险频道看到，适合国庆期
间投保的短期意外险销量颇高。其
中，一款“境内旅游意外保险”月内
销量达 191万份，另一款境外旅游
保险月内已经销售了 77万份。

国庆假期保险成游客标配
境内保险订单占比超六成

旅游险主要指的是旅游意外
险，即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在出
差或旅游的途中因意外事故导致死
亡或伤残，或保障范围内其他的保
障项目，保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责任。

从今年国庆期间投保的情况来
看，上述《报告》提到，在消费理念的
逐步升级下，我国游客保险意识逐

渐提升。今年国庆出游旅客中，携程
保险平台上旅游意外险的投保率环
比之前一路走高。

此外，根据调研报告显示，境外
旅游、旅程中有高危项目、出行时间
比较长、同行人中有老人小孩、出行
目的地比较危险、自驾游、医疗费昂
贵成为购买保险主要考虑因素。

从购买渠道来看，“旅游+保险”
渐成游客标配。据携程统计，有 68%
的游客是通过报名其他的旅游产品
打包组合时，自行选择预订了意外
保险，有 32%的游客是在携程保险
频道预定的单保险产品。从投保数
量 来看，境内保险的 订单占
65.27%，境外占 34.11%。

目前，在线旅游平台开发了丰
富的保险产品，可以直接输入目的
地和出行时间，即可选择适合该目
的地的旅游险，也可以根据自己购
买的旅游产品来自动匹配合适的保
险产品，包括海岛、户外运动、高原、
自驾、滑雪、邮轮、留学等旅游保险
产品。

游客保险意识逐渐提升 境内保险订单占比超六成

根据上述《报告》，从今年国庆
人均投保价格上来看，“经典型”旅
游险产品最受欢迎，投保占比 73%，
“普通型”和“尊贵型”占比分别为

15%和 12%。所谓普通型旅游保险，
即人均投保价在 28元到 135 元之
间，经典型在 41元到 251元之间，
尊贵型产品人均投保价格大致在普
通型的 3倍左右，相应的保额和权

益也有大幅升级。今年国庆的爆款
保险产品是某险企的“短期游保险
经典型”，价格 8元起。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也在某
保险中介平台看到，该平台推出的
“一日游旅游保险”，保费每天 1元，
保额则达 10.5万元，包括 10万元
的意外伤害保险和 5000 元的意外
医疗保险，截至 10月 7日 16时，该

保险已经销售 8.5万份。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越来越多

的游客出境旅游，境外游相关保险
出现大卖，今年国庆的最火爆款是
某险企推出的“亚洲游境外保险经
典型”产品，售价在 70 元起；“境外
日本保险经典型”和“环岛游境外保
险经典型”也非常受欢迎，价格分别
为 99元起和 78元起。

根据携程订单统计来看，国内
游的投保游客中 50%左右选择 40
元以下的旅游险，四成左右选择 40
元到 80元。出境游投保游客有 40%
会花费 100 元-150 元购买旅游险，
比例最高。接近 20%的游客会选择
200元以上的境外旅游险，而购买
50 元以下的只占投保游客的
1.87%。

保费在 41元 -251元之间的旅游险最受欢迎

国庆节期间，看电影成为了
许多人休闲娱乐的选择。据猫眼
专业版数据，截至 10月 7日 20
时，《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三部电影合计票房已
达 50.02亿元。其中，《我和我的
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者
票房分别达到 21.98 亿元、19.55
亿元、8.15亿元。

在许多人眼中，假期看电影
的人越来越多，与影院数量的增
多、影片质量的整体提高密不可
分。
“感觉有商城的地方就有电

影院”，一位家在浙江某三线城
市的小郭（化名）对记者表示，近
两年，随着家乡的商场增多，作
为商场“标配”的电影院也多了
起来。不久前，单位附近新开了
一家电影院，假期看电影休闲放
松更加方便了。

市场的增长同近年来的政
策支持密不可分。2018年 12月
份，国家电影局印发《关于加快
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提出，到 2020年,全
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
银幕总数达到 8万块以上, 电影
院和银幕分布更加合理, 与城镇
化水平和人口分布更加匹配。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大中
城市电影院建设提质升级、县级
城市影院数量稳步增长、院线制
改革不断深化等目标。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盘和
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消
费结构上，近年来包括文化、体
育领域的非物质消费有逐步增
加的趋势，这与人均收入、GDP
等数据相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随着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
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数量不断增
加，质量不断提高。2018年，全国
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
支出为 827元，比 2013 年增长
43.4%。分城乡看，2018年城镇居
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1271
元，比 2013 年增长 34.3%，年均
增长 6.1%；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
乐消费支出 280元，比 2013 年
增长 60.0%，年均增长 9.9%。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居民消费升级与
生活质量改善最重要的特征之
一，便是消费者更加注重生活品
质及体验的提升，以及文化、旅
游和休闲娱乐的支出增多。

付一夫认为，电影消费市场
的繁荣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供
给端质量的提升。《意见》提到要
推动县级城市电影院数量的稳
步增长以及大中城市电影院建
设提质升级，为改善居民观影体
验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影片
质量也有所提升，这也进一步激
发出人们观影的热情，促进了电
影消费市场的火爆。（新华网）

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 50亿元

文化消费迎来新亮点

中国黄金协会 8日公布，中
国黄金储备自 2018 年 12 月以
来，连续第十个月增加。截至 9
月末，中国黄金储备 6246万盎司

(约 1948.4吨)，较 8月环比增加
19万盎司(约 6吨)，在十个月间，
累计增加黄金储备约 106吨。

（中国新闻网）

中国黄金协会：

中国黄金储备
连续 10个月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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