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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保险将推升中国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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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得

推出的龙 龘 无双保险计划，是一个结构

到了十分有效的控制，但全球疫情的进

相对新颖的高端医疗保险，它结合了终

一步暴发使得悬在人们心中的石头始

身寿险加高端医疗的模式，可提供终身

终无法落下。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

医疗保障，免去不能续保的担忧，同时

难，在意外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保护

给付灵活，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保额享受

措施是必要的，而医疗保险正是这样一

不同服务范围的医疗资源。

A股面值退市制度
有待进一步完善
退市制度因事关上市公司的生死，一

位先行者。

未来发展方向

医疗保险是国家强制的普惠性、互

直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但 A 股的退市制
度一度受到诟病，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问

助性福利， 由于其全面福利的性质，所
高端医疗与基础医疗的定位不同，

题公司、垃圾公司充斥着 A 股市场。 为此，

通过普通商业医疗保险作为一个补充，

决定了两者的发展路径也各不相同，个

近几年，管理层加强了对上市公司退市工

这种保险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保起付线

性化、便捷化和深度化成为高疗的主要

作的监管，通过完善退市制度，退市公司

和社保无法报销的部分，转移了普通人

特征。

数量明显增加。 如 2019 年退市公司数量

以限制也较为严格。因此许多民众都是

高端医疗保险组合可以多种多样，

无法承受的风险，回归了保险的本质。

达到 19 家， 成为 A 股市场历史上退市公
司最多的一年。

但是，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中

从客户年龄、地域范围、需求种类等多

国高收入人群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且

个维度满足不同个性化客户的需求。 高

而在上市公司的退市潮中， 面值退

高收入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为外

端医疗可以通过会员制管理，为患者挂

市成了上市公司退市的主力军。 如去年

籍人士。就高端人士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号、预约、就诊等服务开辟绿色通道，让

面值退市公司达到 6 家， 约占退市公司

而言，他们的消费能力和工作状况决定

医疗变得更加便捷。 另外，对于高收入

数量的 1/3。 而今年，ST 锐电、天广中茂、

人群来说，疾病的治疗只是最基础的需

*ST 保千等多家公司又将面临着面值退

求，高净值人士更多的是需要疾病的预

市的命运。为将垃圾公司淘汰出市场，面

防和健康管理，因此针对不同患者制定

值退市起到了积极作用。

了对高品质医疗的追求，以上所述的医
图虫创意 图

保和补充医保已经不能够满足这一类
客户的需求，他们更关注和追求的是高

图虫创意 图

额且全面的医疗保障、偏好良好的环境
和技术相对更全面的高端境内或境外

保柏（BUPA）的尊尚计划等。 英国的保

医疗服务机构。 与此同时，由于工作强

柏是高端医疗的奢侈品牌，历史可以追

（MSH）、中间带等。
而友邦保险是一个例外。 从去年开

“

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也是未来高疗

不过， 面值退市制度终究是一项新

服务发展的方向， 要拓展医疗服务深

制度， 虽然有利于让退市工作实现常态

度，向远程问诊、个性化健康管理等高

化，但也面临着将上市公司“错杀”的风

附加值医疗服务的方向发展。

险。 比如，最近包钢股份的股价走势，就

度、经常出差等原因，他们对保障范围

溯到 1947 年， 目前保柏在全球拥有

始，友邦宣布他们的高疗产品不再使用

跨国家地区也有所要求，国内公立医疗

1400 万名客户，网络涉及全球。 该计划

TPA，而是直签了中国 600 多家网络医

机构相对低效的供给和服务已经难以

提供了不设年度限额的最大保障，客户

院，建立了自己的医疗团队，这也是中

目前，中国市场

保险方式还是以消费型为主， 保险公

包钢股份是一家位于内蒙古包头市

满足这类人士的需求，因此高端医疗保

将获得无与伦比的全方位保障，是不少

国市场极少数不使用 TPA 的知名保险

的医疗就诊服务以

司利用客户资源、TPA 利用医疗资源，

的央企。 作为一家钢铁企业， 该公司自

险的市场之门就此打开。

超高净值精英人士的选择。

公司。 当然，不使用 TPA 也是需要很多

最终用保费来买单， 使客户享受到医

2001 年上市以来， 虽然在市场上没有太

疗资源和服务。 建信保险推出的龙 龘

多的亮点，但其表现也算中规中矩。 股价

天秤形态分布，高端

目前市场上比较主流的高端医疗

让市场为之捏了一把汗。

目前，国内市场的高端医疗保险面

而经济适用的高端医疗保险是目

先决条件的，毕竟医疗团队的建设和与

向高收入人群推出，能够全面解决就医

前高疗竞争的主战场， 建信、 安联、友

网络医院直接签约的成本以及团队运

医疗与基础医疗齐

无双高端医疗保险， 在结构上做了一

随着行业的景气度以及市场行情的变化

费用， 无论是国内最优质医院的特需

邦、招商信诺、AXA 安盛天平、泰康等

营的费用是巨大的。友邦作为高端医疗

足并驰，而随着收入

些变化， 以终身寿险作为主险附加高

起起伏伏。 尤其难得的是， 尽管最近几

部、私立医院，还是美国、日本、加拿大

保险公司都推出了系列产品。 这些产品

的知名品牌， 有着非常雄厚的客户基

水平的提高、患者增

端医疗险的方式， 为客户提供了终身

年，钢铁行业总体低迷，但包钢股份最近

等国外一流的医院都可以覆盖。一般来

在结构设计和服务提供端基本思路和

础， 在使用 MSH 作为 TPA 的时候，峰

三年仍然实现正收益，2017 年到 2019 年

宗旨是一致的，客户也是本着花钱买资

值时占了 MSH 近 90%的客户量。 不使

量红利的到来，高端

的医疗保障， 同时客户可以选择不同

说，高端医疗保险保额足够高、医院选

的保额来享受不同的医疗资源， 相信

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0.6 亿元、33.2 亿元、

择范常广，并且限制条件非常少。另外，

源、买服务、买保障的出发点做选择。

用 TPA 的模式使得友邦对接医疗资源

这类终身寿险搭配高端医疗险的模式

6.68 亿元。 虽然每股收益并不高，但比那

将会是以后高端医疗保险的发展趋

些动辄巨亏数十亿， 并且短期内难以翻

势。

身的上市公司而言，其质地要好很多。

高端医疗保险的典型特征是提供直付

从医疗服务品牌来考量，目前国内

的效率会显著提升，带给客户的服务体

服务，同时客户能够享受高品质医疗服

的高端医疗保险运营中，绝大多数保险

验也会相对更好，但是这个模式可能会

务，保证患者的隐私和舒适性。

公司都选择雇佣第三方管理机构（简称

使企业的运营成本压力增大。

健康管理将成为接
下来的发展重点。 ”

目前，中国市场的医疗就诊服务以

但就是这样一家央企，目前也面临着

天秤形态分布，高端医疗与基础医疗齐

面值退市的压力。 目前包钢股份的股价在

接专业 TPA 机构以提供给客户更专业

足并驰，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患者

1.10 元附近徘徊，之前公司股价在 4 月 29

少见，目前国内高疗的主要形式还是以

的服务，而消费者选择高疗险的本质也

增量红利的到来，高端健康管理将成为

日、30 日两度跌到 1.04 元，距离跌破面值

很难在细节上满足客户需求。 不同的

消费型为主， 如友邦保险的传世无忧、

正是为这些 TPA 机构的资源和服务买

接下来的发展重点。 从长远来看，高端

只有 0.05 元之差。而根据面值退市制度的

鲜明的高端医疗保险从不同的角度做

TPA 所能提供的资源和服务不同，因

安盛天平的卓越高端医疗保险计划等

单。

比较和分析：

此， 在选择高疗所对应保险公司的同

都属于消费型高端医疗险，同时也由于

就保险结构而言，目前市场比较主

从不同收入人群来考量，目前市场

时，客户们会更多地考虑到 TPA。 目前

大部分保险公司不具备专业的医疗资

流的还是以单一高端医疗险附加不同

上较昂贵的高端医疗保险有例如英国

我国主流的 TPA 合作商主要是万欣和

源，因此，绝大部分保险公司会选择对

维度的产品为主。 而建信保险在前几年

TPA）提供医疗管理服务。 这一做法主

从客户需求来考量，就保险形式而

要考虑在于他们缺乏高端保险管理经

言，在中国市场，返还型的高疗险非常

验， 且不拥有国外医疗服务机构网络，
下面笔者将对目前国内几款特点

国内高端医疗保险现状

医疗保险的发展将带动公立和私立医

规定， 当上市公司的股价连续 20 个交易

院以及整个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

日的收盘价低于 1 元面值时，公司股票就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副行长）

将因为低于面值而退市。 因此，股价两度
跌到 1.04 元已为包钢股份敲响了警钟。
为此， 包钢股份开展了积极的自救。
如早在去年 11 月， 包钢股份就通过了股
份回购方案， 回购金额不低于 1 亿元，不
超过 2 亿元。 而根据 5 月 7 日晚该公司发

中概股应德艺兼修

布的《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截

◎ 张锐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5%， 回购金额近

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43410200 股，
5000 万元。 不仅如此，公司大股东包钢集

针对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恶劣行

由于美国资本市场允许做空， 像浑水、

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据中国证监会的最

者可能会赢得投资人的留念与惋惜，而

团还于 5 月 6 日晚推出了不低于 20 亿

径，除了中国证监会日前启动了“长臂

香橼等做空机构对所有在美上市企业

新消息，自去年以来，因财务造假受到

后者只能遭遇市场的唾弃与谩骂。 前者

元、不高于 40 亿元的股份增持计划，并承

立案调查的上市公司仍多达 22 家，另

可能在退市之前作为壳资源价值被人

诺在 12 个月的增持期间不减持公司的股

有 6 家因财务造假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重新挖掘，而后者只能不可逆转地被扔

份。 包钢集团增持计划的力度显然不小。

团诉讼。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

“

来说都不陌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
国证券市场执法不是以政府监管惩戒

与资本运作相

为主， 而是主要借助市场化的利益驱

同时 18 家企业受到行政处罚。 对于一

进股市垃圾堆。

会作出严厉处罚，并且美国司法部会开

比， 中资企业更需

动，做空机构做空任何一家上市公司不

些赴美上市的企业来说，利益驱动与目

最后，中资企业应最大程度地淡化

的。 但由于钢铁行业的景气度问题以及

启对瑞幸咖啡以及相关责任人的刑事

要在秉持务实心态

仅会明目张胆，还往往会与独立调查机

标迷失之下很容易中为洋用。 然而，美

资本运作幻想， 同时踏踏实实做实业。

现阶段市场的喜好问题， 包钢股份能否

管辖权”之外，按照程序，瑞幸咖啡接下
来将不得不面临美国市场投资者的集

包钢股份方面的自救是值得肯定

构联袂共舞，而且后者具有强大的市场

国监管层对造假行为的惩处要比国内

必须承认，在美国注册制之下，不少中

摆脱面值退市的危机还是很令人担心

调查和分析能力，其精准捕捉到的“发

严厉得多，企业最终付出的代价会格外

资企业可能是“带病”（如盈利模式不成

的。如果包钢股份也被面值退市了，这将

从侨兴环球作为第一家登陆纳斯

级更有效的实体商

难”目标都会作为理想标本送到做空机

惨重。 因此，中资企业应当将不做假账

熟、亏损严重等）上市，其业绩增长很难

是 A 股市场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因为即

达克的中国公司算起， 我国企业进入

业模式以及由此衍

构手中。

视为道德底线始终恪守，将合规信披视

表现出稳定性与持续性，同时美国投资

便跌破 1 元面值， 该公司的市值仍然高

美国资本市场至今已 20 年有余。 Wind

生的盈利能力来佐

为职业节操永恒把持，将合法经营视为

者也缺乏直接了解中概股真实面貌的

达数百亿，而且该公司最近三年盈利，并

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赴美上市的中资

证与做强自己。 ”

核心理念严格践行。

清晰路径与渠道，市场因此不排除会产

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公司的每股

调查。这给赴美上市的中资企业上了一
堂刻骨铭心的教育课。

的基础上创造与升

与此同时，活跃于美国证券市场的
还有被称为“股市秃鹫”的律师事务所，
它们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招股文件，一

再次，中资企业仍应进一步提升对

生非理性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追高的

净资产也在 1 元之上。 该公司的质地比

的中概股阵营。 不过，总体数量不断扩

旦发现瑕疵并致投资者损失，就会立即

美国资本市场规则的熟稔度。 拿财务造

股价并不能代表企业的真实价值。 尤其

一些垃圾公司、问题公司要好出许多。

容的同时， 由于接二连三地曝出信披

策动投资人发起集团诉讼。 因此，在保

假来说，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不少中概

在 IPO 发行市盈率普遍虚高且后续股

企业达到 480 多家， 组成了一支庞大

如何避免包钢股份这样的公司被“错

持自身通透干净的同时，中资企业既不

股公司出于掩盖实际亏损或者美化财

价明显存在泡沫的前提下，企业管理层

杀”？ 目前的面值退市，股价跌破面值是唯

中资企业赴美上市的进程也是一波三

样， 对于作为公众企业商业使命的认

应缺乏必要的戒备，同时对市场还要心

务业绩所致。 但须知，美国证券市场对

更不能因此放大对资本运作的未来幻

一的选择，但上市公司股价是受多种因素

折。

知，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成功实现 IPO

存更多的敬畏，彻底抛弃任何可能的侥

上市公司的财务亏损保持着非常高的

想， 甚至发生对企业战略方向的误判。

影响的，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某些非理性的

海外上市企业代表着一个国家和

的阶段， 而是须在时刻保持着危机与

幸心理与赌徒心态。

容忍度， 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美资企

须知，与资本运作相比，中资企业更需

因素，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完善。 笔者认

一个民族的形象， 任何一个微小的负

忧患意识的同时， 将全方位的德艺兼

其次，中资企业应当自我隔离与屏

业，只要股价不跌破 1 美元，即使亏损

要在秉持务实心态的基础上创造与升

为，面值退市在考虑股价跌破面值因素的

面效应都可能放大成对中国经济、政

修渗透和贯穿到征战海外资本市场的

蔽道德风险的传染。 对比发现，在登陆

多年不见好转， 都不会触发退市风险，

级更有效的实体商业模式以及由此衍

同时，也有必要考虑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

府与国民诚信度的重大质疑。 因此，任

过程中去。

美国资本市场的海外国家企业中，无论

且依然能够合法融资与扩股等。 对于一

生的盈利能力来佐证与做强自己，其他

产值，当每股净资产值高于 1 元时，不得

违规、财务造假以及过度包装等问题，

何一家赴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实际都承

首先，中资企业应当保持对市场压

是财务造假还是因此而退市摘牌，中资

家在美上市企业而言，因为商业模式失

任何由资本市场托举与点缀起来的东

进行面值退市。 同时对于最近 3 年盈利，

接着非常厚重的利益关联， 对于自己

力的足够认知。 除了美国最高监管机构

企业占了较大比例。 不可否认的是，随

败或者经营业绩不好看导致股票最终

西都可能是镜中月与水中花。

且股票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的公司，应允

进入海外资本市场的角色定位， 显然

SEC 和最高审计监管机构 PCAOB （专

着监管制度的完备以及打击震慑力度

跌破一美元而不得不退市，与由于财务

不应满足于贴上上市公司的标签。 同

门负责对会计事务所的严格审查） 外，

的加强，内地资本市场的财务造假行为

造假等违规违法行为而被摘牌除名，前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
学教授）

许其采取缩股的方式来应维护股价，避免
面值退市带来的“错杀”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