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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即将到来的 2020年，是浦东开发开

放30周年，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

成的一年，更加‘开放、创新、高品质’的卓

越浦东，热烈欢迎各大金融机构前来落户、

展业。”11月29日，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局

长张红在北京向各大金融机构发出邀请。

当天，由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主办的

“金融科技赋能资管行业发展暨2019年浦

东营商环境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希望与

会嘉宾对浦东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

议，在交流中碰撞智慧的火花，共谋发展，

共叙友谊。”张红说。

目前，浦东正再次出发，努力建设一个

更加“开放、创新、高品质”的卓越浦东。浦

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门庆兵在推介会

上介绍，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

区，浦东已拥有了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

系，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金融机构体系，形成

了金融业开放创新的领先优势，形成了金

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浦东实现

金融业增加值 1607.67亿元，占新区GDP
的比重达 30.8%，比重进一步上升。截至

2019年 9月底，浦东共有银证保持牌类金

融机构 1069 家，约占上海全市的三分之

二，多个细分领域的集聚度全国第一。

一系列进一步提升浦东金融业营商环

境的相关措施已推出。门庆兵介绍，以上

海支持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为重要抓手，

浦东正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金融业

对外开放11条为重要契机，浦东将充分完

善金融服务链，实现浦东金融业高质量发

展。

据透露，浦东将完善与监管部门定期

沟通协调制度，就重点项目的设立等进行

沟通；深入实施精准招商战略，紧抓热点重

点金融项目，重点推进金融业扩大开放项

目，推进外资资管、金融科技头部创投机构

以及融资租赁产业的发展；围绕金融人才

和机构的切实需求完善长效机制；建立针

对外资招商引资的平台，形成重点企业服

务专业机制，为企业设立提供保姆式服务。

在吸引高端金融人才方面，浦东新区人

社局人才处处长陈力介绍了浦东在引入海

内外高端人才方面的相关政策，“浦东新区

人社局已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配合部门，为

金融局前方部队招商引资做好服务和保障，

打造国际金融人才建设高地。”

推介会上，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罗永迪、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市

场推广部总经理胡迪锋以及太平洋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另类投资管理中心总

经理齐伟山“现身说法”，分享了作为落户

浦东的重要机构在浦东展业的感受。胡

迪锋表示，作为上海首家银行理财子公

司，交银理财年初开始选址，最终经过多

个区域的全面衡量和对比后，还是选择落

户浦东。

“全方位保姆式的服务，仅用两天时

间，交银理财就完成了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等。”胡迪锋透露，作为新兴的银行理财子

公司，交银理财未来将扎根浦东，深耕浦

东，与浦东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在分享浦

东腾飞带来的红利同时，也将为浦东的发

展贡献一份力量。

凭借国内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开放

创新的政策环境，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文化

氛围，浦东为优质金融机构创业展业提供优

越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为全球各领域的专

业人才搭建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绝佳舞

台。门庆兵表示，浦东将努力当好服务企业

的“店小二”，助力海内外人才和企业在浦东

这片热土上创新创业、成就梦想。

2019年浦东营商环境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欢迎各大金融机构来浦东落户展业

相互宝一周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在

1亿人获得保障的同时，累计救助了1万
多名身患重病的成员，其中近一半是 80
后和90后。

或成为我国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

熙熙是相互宝成员救助的首位重病

成员。这名女童因意外导致脑部外伤，

获得了相互宝 30 万元的大病互助金。

目前，熙熙已经康复并且顺利入学。熙

熙父母说，本来加入相互宝就是为了帮

助别人，没想过要用上互助金。

把每个微小个体的力量凝聚起来，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相互宝的初

衷。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

中心对4.2万名相互宝成员进行调查，并

发布了《相互宝社会价值研究报告》。报

告发现，受访的相互宝成员中，10%的人

除了相互宝外没有其他任何保障；30%的

受访者年收入低于 5万元；7%的受访者

年收入在5万-10万元之间。如果生病，

54%的受访者只能勉强承担10万元以内

的医药费，能承担30万元以上医药费的

受访者比例，不到14%，而癌症等重疾的

平均治疗费用，往往在30万元以上。

“相互宝的发展是监管有序引导和企

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又一个典范。”南开

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朱铭来认为，相互宝的成员主要为收入中

等甚至偏下的人群，是因病致贫的风险人

群，“相互宝的出现，让老百姓在社保医保

外用较低成本增加了一份基础保障，可以

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

2019年，相互宝全年人均分摊金额

预计在 30元左右，相当于一顿午饭钱。

这一价格，比市场上的重疾险产品便宜

了 10倍，相互宝通过互助方式，让大众

可以获得便宜的大病保障。

过半相互宝用户考
虑购买保险增强保障

相互宝的雏形是阿里的员工互助计

划“蒲公英”。“蒲公英”计划是阿里在

2009年发起的员工互助计划，目前已经

坚持了 10年。阿里员工参加“蒲公英”

后，如果遇到重大疾病或者意外，可以获

得最高20万元的互助金。员工也可以为

配偶和子女加入，最高获得 5万元互助

金。10年间，“蒲公英”计划总共救助了

600多位患病的阿里员工和家属。目前，

有近5万名阿里员工在“蒲公英”计划中。

与一般商业保险先交费购买不同，

相互宝是先保障后分摊模式。每月 7
日、21日，相互宝会对需要救助的互助

案例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所有互助

申请案例产生的互助金，会在分摊日由

所有成员均摊。钱花在哪里，每个参与

者需要分摊多少钱，完全公开透明。“相

互宝”还引入了区块链技术，保证公示信

息不可篡改且具有法律效应。

报告发现，51.5%的人加入相互宝

后，会考虑再购买保险来增强保障，而在

非相互宝用户中，这一比例仅为 20%左

右。相互宝的每一次公示都变成了一次

科普教育，在不断提高大众的健康和保

障意识。

数据显示，相互宝 1亿成员中，近 6
成成员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在全国，

参与相互宝人数最多的十个省份为河

南、广东、山东、四川、湖北、江苏、湖南、

安徽、河北、浙江。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日，中保保

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简称中保

登）启动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结算系统（简

称结算系统），持续完善保险资金运用风

险监测功能。

启动会上，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结算业

务签约仪式举行，太平洋资产、平安资产、

光大永明资产、建信保险资产、百年保险

资产、人保投控、人保资本等成为首批试

用机构。

今年 2月起，为有效防范保险资金运

用风险，推动保险资产管理业高质量发

展，中保登公司在同业交流、行业调研和

系统论证基础上，依托上海保险交易所

支付结算系统，加快结算系统的开发建

设。

建设集中统一的结算系统，将资金流

与业务流、信息流进行统筹监测，能够提

升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实时性、穿透性、

完整性，防范保险资金的投资运用风险和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运营管理风险。同

时，配合登记、交易开展结算业务，可以发

挥中保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功能作用，

为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提供全周期、集约化

的运营服务。

作为上海保险交易所的控股子公司，

中保登是保险资产管理业的骨干基础设

施。下一步，中保登将不断完善结算系统

的风险监测功能，持续提升结算系统的市

场服务功能，同时推动保险资产管理机构

切实发挥产品管理人的主体作用，相关结

算银行切实发挥业务协作方的重要作用，

确保结算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昨日，主题为

“传递金融正能量 共筑安全金融城”的第

四届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知识普及竞赛决赛

落幕。此次金融知识竞赛旨在普及金融知

识，提升金融城白领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

能力。

决赛现场，参赛白领将自身行业特点

与赛事主题紧密结合，围绕“金融大数据”

“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利率市场化”

等话题展开开放性论述，呈现了一场精彩

的金融知识竞赛。

“陆家嘴有 4.3 万家企业，不全是金

融机构，不少企业白领的金融知识很匮

乏，每年举办此类知识竞赛，意在引导白

领了解金融知识。”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

理局副局长、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书记、总工会主席薛英平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据薛英平介绍，第四届陆家嘴金融

城金融知识普及竞赛致力于为金融城广

大企业与职工搭建“四大平台”，即金融

知识竞赛的平台、金融理念交流的平台、

金融安全共建的平台以及金融风险防范

的平台。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金融知识普及

竞赛创新引入了金融定向赛，增加了趣

味性。”薛英平向记者表示。据悉，金融

定向赛让选手走出楼宇，穿越陆家嘴金

融城，展开智慧与体力、知识与力量的比

拼，通过“东方复兴之路、改革振兴之路、

创新强国之路、金融富国之路”四条线

路，前往上海中心、东方明珠等陆家嘴地

标性建筑，学习金融知识，展开金融答

题，了解金融城历史沿革，并向大众传递

金融正能量。

2019第四届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知识

普及竞赛由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

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综合党委、总工会、综合团工委

承办。

四年来，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知识普及

竞赛始终致力于为大众普及金融知识，传

递金融正能量，同时发挥金融城企业员工

金融风险防范主体责任，构筑金融风险防

范第一防线。

第四届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知识普及竞赛落幕

传递金融正能量 共筑安全金融城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结算系统上线

中保登完善险资运用风险监测功能

相互宝成立一周年
成员1亿人 救助1万人
超一半成员计划购买商业保险

受有关部门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9
年 12月 10日（周二）下午 2时举行拍卖

会。

一、拍卖标的：
一批旧车（不带牌）。

二、看样时间：
2019年 12月 8日、12月 9日，上午 9

点-下午4点
地址：浦东新区曹路镇金钻路855号
联系电话：13816071678（张先生）

三、报名登记、拍卖时间：
1、报名登记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9时-11时。

地点：浦东新区惠南镇弘基广场45号
2、拍卖时间：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

午2时
拍卖地点：浦东新区惠南镇弘基广

场45号
联系电话：18917368123 倪先生

15221602707倪小姐

四、凡参加拍卖的竞买人，凭本人身

份证，于2019年12月10日9:00至11：00，
前往浦东新区惠南镇弘基广场45号，办

理拍卖登记手续，并交纳拍卖保证金，每

件标的人民币1万元（现金）。

上海南园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拍卖公告

从一年前高调上线，到中途脱下“保险外衣”，变身网

络互助，相互宝推出一周年用户数量已达到1亿人。记者近

日从支付宝获悉，全国已有超1亿人加入了支付宝的大病互

助计划相互宝，相互宝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互助社区。每

13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有相互宝的保障。

■本报记者 张淑贤

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知识普及竞赛始终致力于为大众普及金融知识，传递金融正能量。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