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险价格垄断

折射公共职能缺失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结成价格同盟还出现全行业亏损

的奇景， 恐怕只有在保险行业才能看

到了。

近日， 发改委对浙江保险行业协

会开出的价格垄断罚单， 让公众看到

了保险业“价格垄断”的怪象。 在传统

观念中， 垄断行业应该是富得冒油的

大土豪才对， 但保险行业的垄断也未

免太寒碜： 被罚的财产险公司大部分

都在亏损， 而作为垄断行为组织者的

地方保险业协会也是个清水衙门。

浙江经济发达，但是个台风多发

之地，去年仅一次“菲特”台风就卷走

保险公司

16.25

亿元。 据当地媒体报

道， 浙江省去年前

10

个月车险业务

亏损

1.4

亿元， 前

10

个月

34

家财产

险公司中有

24

家出现亏损， 亏损面

67.6%

。

保险是“耕三余一”，有丰有歉是

正常的。但一个历史现象是，车险业务

亏损持续了多年。

2013

年，在

49

家经

营车险业务的公司中，

46

家车险承保

亏损。究其原因，与保险行业的经营特

性不无关系。

保险是一种无形贸易， 保险公司的

经营模式是先收保费，再承担风险，靠大

数法则获取利润。在收保费的时候，谁也

不知道今年是丰还是歉， 而把保费和佣

金拿到手才是真金白银的实惠。 市场恶

性竞争的结果， 就是保险公司在销售产

品的时候陷入价格战， 最终导致全行业

亏损、保险公司濒临破产、消费者难以得

到赔付。

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中国。 为了

防止保险行业出现 “集体自杀”，不少国

家将保险行业的类似行为排除在反垄断

法之外。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浙江保险行业

协会以行业自律为由， 牵头组织了车险

自律同盟， 为价格战下的各保险公司划

定一个底线。 其实与浙江保险业协会类

似的“自律行为”，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

有观点甚至认为， 这个价格同盟治愈了

行业多年价格战沉疴。

当然，全行业亏损并不是结成垄断

联盟的理由。 亏损的保险公司应加强自

身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在市场竞争中

优胜劣汰。 但现实也应该考虑，保险公

司如果长期亏损，如何兑现对消费者的

承诺？

笔者认为， 对于保险这种涉及公共

利益的商品， 在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情

况下，应该有独立的公共职能部门干预，

防止恶性竞争最终损害被保险人利益。

在国外， 这项职能是由国家精算师来履

行的，但是在我国依然空缺。建立国家精

算师制度， 或者聘请第三方机构为保险

行业确定价格竞争的底线， 各方归位尽

责，才是更好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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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建立地方债风险预警机制

妥善处理存量债务，确保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2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完善预算

管理促进财政收支规范透明的相关意

见，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推动大众健身。

会议指出，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基

石。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建立与实现现

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 是财税

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也是政府自我

革命的重要举措。 要按照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部署，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已审议通过的预算法修正案， 围绕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 加强和完善预算管

理，使财政收入规范有据、支出公开透

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社会

公平。 当前，重点要大力推进三个“强

化”，开展两项“行动”，做到两个“规

范”。 一是强化预算约束。政府收支必

须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不能搞 “账外

账”。 二是强化预算公开。除涉密信息

外， 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

部门均应公开本部门预决算。 所有财

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

三是强化国库资金管理。 唤醒趴在账

上“打呼噜”的沉睡资金，提高结转结

余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审计监督，严肃

查处截留、挪用、滥用财政资金等违规

行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一般性

转移支付比例， 增加对革命老区和民

族、边疆、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四是开

展清理整顿“小金库”行动，取缔各单

位形形色色的“私房钱”，堵塞公共资

金的“跑冒滴漏”。 开展整顿“乱收费”

行动，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

基金项目， 尤其要看住加重小微企业

负担的乱伸的“手”。 对依法合规的收

费也要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五是

规范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 六是

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 依据新修改的

预算法，允许地方依法适度举债，纳入

预算管理， 不得将债务资金用于经常

性支出。 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

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勒紧债务风险的

“缰绳”。妥善处理存量债务，确保在建

项目后续融资，为经济社会发展出力，

切实防范风险。

会议认为，发展体育产业，增加

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既能增强人民

体质、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刺激消

费、扩大内需和就业、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也有重要意义。 要坚持改革

创新，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

身。 一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消商业

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

播权限制，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 推

进职业体育改革， 鼓励发展职业联盟，

让各种体育资源“活”起来，适应群众多

样化、个性化健身需求。 二要盘活、用好

现有体育设施，积极推动公共体育设施

向社会开放，在更好服务群众的同时提

高自我运营能力。 完善财税、 价格、规

划、土地等政策，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兴

办面向大众的体育健身场所设施。 三要

优化市场环境， 支持体育企业成长壮

大。 推动体育健身与医疗、文化等融合

发展，大力发展体育旅游、运动康复、健

身培训等体育服务业。 让体育产业强健

人民体魄，让大众健身消费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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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节假日

休假的通知和深沪交易所中秋节休

市安排，本报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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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休刊，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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