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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加强自主创新 推动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要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
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17日下午，习近平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经过 60 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煤
矿综采技术和装备供应商、国际领先的汽车零

部件制造企业。 在企业展厅，习近平听取了
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进行海外并购、推动产
品转型升级情况介绍。 总装车间内，煤矿液
压支架产品整齐排列，习近平仔细观看了液
压支架操作演示。 他强调，制造业是实体经
济的基础， 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
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 要坚定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
端制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
济搞上去， 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扎扎实实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 立足省
情实际、扬长避短，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
为主攻方向， 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

位置，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人为核
心推进新型城镇化， 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积极融入共建
“
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强调， 要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牢抓住粮
食这个核心竞争力， 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和
地力提升，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好粮
食市场和流通的文章， 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
度改革，加强同脱贫攻坚战略的有效对接。
习近平指出，要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
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持续推进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升级优化， 努力打造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坚决打赢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把沿黄生态保护好，提升自然生态系统质
量和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群众所急、所需、
所盼的民生实事。 要聚焦“
三山一滩”特别是
大别山革命老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
群体实施攻坚，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 要出台更多鼓励就业创业的措施，重
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
农民工、返乡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 要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
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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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攻势凌厉 三大川酒上市公司布局应战

保险巨头渠道格局将重构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在白酒领域，贵州茅台市场表现依然
火爆，产品及股票量价齐升。 进一步看，白
酒市场呈现出“
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
面，行业结束了前两年的高歌猛进，整体增
速有所放缓。 其中，贵州茅台 2019 年上半
年营收逼近 400 亿元，净利润逼近 200 亿
元，两项数据同比大增；洋河股份、青青稞
酒等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放缓。
面对茅台的凌厉攻势，作为中国白酒
主要产区，四川本地高端白酒不甘落后，纷
纷推出各自的战略布局。
近日，证券时报·e 公司携手中国基金
报·机会宝联合组织机构调研活动，一同走
进五粮液、水井坊、泸州老窖等四川高端白
酒上市公司。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了解到，五粮液
近期已完成对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调整，
2019 年 500 亿元销售收入目标无压力；泸
州老窖力求良性快速增长，发展高于行业
平均值，高端产品欲迅速抢占市场；水井坊
的愿景则是成为中国最可信赖、成长最快
的高端白酒品牌。
此外，四川高端白酒代表企业普遍认
为，市场将茅台作为一种金融属性来炒作
是不正常的，金融属性太重不一定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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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互联网寿险” 可望
引领保险巨头自我革命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近日， 中国人寿和中国平
安欲设立互联网寿险公司的消
息 ，将 “互 联 网 寿 险 ”这 个 新 事
物推到大家面前。

五粮液：
稳步进行四方面改革
意在做大平台做优多元
交流会上，五粮液董办主任肖祥发表
示，五粮液正不停追赶，学习其他公司做得
好的方面。 以集团董事长李曙光为代表的
五粮液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对各个方面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对高端白酒的这轮
景气复苏，五粮液认为能够持续 7~8 年。
肖祥发进一步指出，五粮液的改革体
现在四个方面，即生产、营销、体制机制、激
励。 2018 年，五粮液已进行分管生产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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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走红的互联网保险，
多数是财产保险和简单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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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健康险等产品。 寿险虽占保
险业近八成收入，但因业务复杂
性较强，一直以线下代理人为主要销售渠道。 因此，互联网寿险

导调整、人员薪酬和工艺调整，激励机制也
做出了相应改革。 如今， 五粮液横向职能
化，纵向扁平化，横向纵向信息及时传递到
总部，进行动态调整。 近期，五粮液高管层
进行正常调整， 董事长刘中国 64 岁了，已
到退休年龄；曾从钦来自宜宾翠屏区政府，
对五粮液情况比较了解， 未来领导班子会
不断优化。

营销方面，以前五粮液粗放式营销，现
在转型为精细化、数字化，向终端转型取得
了实质性进展。五粮液于 2017 年对所有职
能、营销体制机制进行数字化改革，现在公
司每天能够实时掌握产品渠道每个环节、
库存和销量情况。
其次， 五粮液营销已将信息系统拓展
到终端店，8 月底 5.3 万家终端基本配备

好。 此前，五粮液在全国有七大营销中心，现
在将全国 33 个省份划分为 21 个营销战区，
下设 60 个营销机构。 营销人员数量方面，
2018 年五粮液超过 400 人， 如今的营销团队
为 800～900 人，目标 1000 人。 五粮液还进一
步优化绩效挂钩， 把销量完成情况与年底绩
效充分挂钩，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积极性，员工
收入增长接近 20%。
（下转A2版）

近乎是保险业最后一个堡垒。 随着保险巨头们推出计划，互联网
寿险这个山头，被攻下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互联网寿险要打破的，首先是原有的利益格局。 过去保险行
业的互联网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只因被旧的利益格局捆绑
太深。 过去大型寿险公司的动力不足，被认为是互联网在保险行
业推进最大的阻碍之一，因为这些公司拥有大量的代理人，很多
产品都是根据代理人渠道的特点定制，适合线下面对面销售，一
旦开放线上销售，势必会动代理人渠道的奶酪，进而影响对公司
利润贡献占大头的个险渠道的稳定性。 耐人寻味的是，本次提出
设立互联网寿险公司的，恰恰是这些大型寿险公司，一方面可看
出寿险公司再也按捺不住要迎接互联网化的大潮， 另一方面也
展现了它们对个险渠道“拥兵自重”带来种种行业积弊的反思。

肖钢：不正常的“牛市情结” 导致牛短熊长

当寿险公司走向线上卖保险，800 万代理人的未来在哪里？
代理人和互联网保险的矛盾在过去不是没有爆发过，未来这一状
态恐怕还会持续。一种可能是代理人走上精英化、专业化路线，在
中国的广阔市场上，他们仍有很大的价值发挥空间。 同时，800 万

要纠正监管上的“
父爱主义” ；警惕当前市场中可能存在的杠杆风险

代理人在经历严酷的考核洗礼后，可能迎来人数增长的拐点。
虽然年轻人更适应在网上接触保险， 但却不能断言互联网

监管者心理和行为， 媒体在股票市场中作用
变得日益重要和复杂， 设立金融委是迈出完
善应急处理机制的重要一步，纠正监管“
父爱
主义”要实现六个转变。 当前，杠杆风险已经
有了新的变化，不容小觑。

不应把股市上涨看成政绩

江聃/摄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在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七十六讲作了题为

《
终结“
牛市情结”——
—从 2015 年股市危机
中学到了什么？》的主题演讲，对 2015 年股
市异常波动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反思。
肖钢表示，过度的“
牛市情结”会影响

从过去走势看，A 股市场 “
牛短熊长”是
客观事实。 “
我主张要有牛市。 但是如果是不
正常的‘
牛市情结’，对真正牛市没好作用，进
而造成牛短熊长。 ”肖钢说。
肖钢表示，当前全社会广泛存在“
牛市情
结”，其原因在于：在上涨市中市场参与者都
获得了好处。在“
牛市情结”下，政策以宽松基
调为主，呈现“
刺激政策多、控制政策少”的特

征，导致股票市场发展政策驱动特征。
他进一步强调， 监管部门把股市上涨看
成政绩是不应当有的情结。
宽多严空”，做多市场政
A 股市场政策“
策比较多，对做空市场政策很严格，但往往适
得其反，使得市场因为多空平衡机制没建立，
进而促进形成牛短熊长的特征。
肖钢表示，要纠正监管上的“
父爱主义”，
是我们在总结历史， 特别是 2015 年股市异常
波动和危机时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作为监管机构，第一位职责应该要明确，
就是要怎么把市场发展起来。 证券监管就是
“
两维护、一促进”，即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
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促进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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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实践证明，“流量思维”在其他领
域大获成功，但在保险产品的经营上却难以照着葫芦画瓢，近年
互联网流量巨头的保险产品下架就时有耳闻。如果能借助互联网
渠道优化经营模式，重塑产品和销售链条，面向消费者提供更有
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将是互联网寿险最大的意义。
此外，伴随着互联网寿险公司的出现，监管方式也将面临升
级。 现有寿险产品的销售有地域限制，互联网寿险产品将如何突
破这一监管条件，该如何做好风控，也是新的挑战。 但既然大保
险公司内部已出现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互联网寿险究竟能在
多大程度上引领保险巨头自我革命，亦值得进一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