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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至6月
30日，凡四川省本
级、成都市基本医
保参保人（含城镇
职工医保、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人）即
可通过“惠蓉保”官
方微信公众号，或
成都医保、天府市
民云 APP 等 渠 道
在线参保缴费；保
障期限为2021年7
月1日-2022年6月
30日。

保障范围更大起付线更低

2021年度“惠蓉保”开始参保 59元保一年

问：上周五沪指高开，盘中
冲高回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和上一个交易日类似，
市场再次被创业板指拖累，最终
放 量 收 跌 ，创 业 板 指 收 跌
3.46%。盘面上，个股跌多涨少，
资源类个股逆势上涨，北上资金
略有净买入。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55只，跌停7只。技术上看，
沪深股指失守所有均线，沪指日
线MACD指标出现死叉，两市合
计成交近8800亿元，环比增加；
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
小时，60分钟MACD指标继续保
持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各股
指不仅创出近期调整新低，且失
守60小时均线，标志着市场全
面走弱，后市进入寻底阶段，那
么后市什么位置能止跌呢？从
时间来看，之前也有预计，估计
还将拉锯震荡调整一周。期指

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减
少、持仓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看，在
流动性担忧尚未缓解之前，市场
仍不能打破当前拉锯调整的格
局，未来一周需密切留意消息面
和技术面的共振。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以
6.48元均价买入亚太股份18
万股。目前持有泽达易盛8万
股，华创阳安30万股，浙江龙
盛16万股，浪潮信息7万股，
海峡创新20万股，亚太股份18
万股。资金余额 9345968.84
元，总净值20615168.84元，盈
利10207.58%。

周一操作计划：亚太股份
回补缺口，拟继续加仓。海峡
创新、华创阳安、浙江龙盛、浪
潮信息、泽达易盛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董天刚 综合川报观察

5 月 8 日，2021 年度“惠蓉
保”试点第二年启动会在成都举
行。目前，2021年度“惠蓉保”
参保通道已正式开启，每人每年
仅需缴纳59元，即可获得最高
100 万元的医保范围内个人自
付医疗费用及38种高额药品费
用保障。

虽然保费不变，但 2021 年
度“惠蓉保”的保障范围更大
——重疾特药扩大到38个；起
付线更低——最高减少 7000
元；续保待遇更好——连续参保
起付线降至1.3万元，保障优势
更为明显。

保障范围更大
重疾特药扩大到38个

“惠蓉保”是成都推出的首
款普惠式商业保险，试点首年即
获得了广大市民的喜爱，参保人
数突破310万，创全国非政策类
保险参保纪录。

作为蓉城市民专属的保障
福利，2021 年度“惠蓉保”与上
年度相比，保障得到全面提升，
主要呈现了4大新特点。

起付线大幅降低，和 2020
年度“惠蓉保”2万元的起付线相
比，连续参保人起付线降至 1.3
万元，降幅达7000元，新保参保
人起付线降至1.8万元；

药品目录大幅扩充，抗肿

瘤药物数量从 20 个增加至 38
个，肿瘤瘤种从 11 个增加至 18
个，适应症从 22 个增加至 48
个；

健康增值服务大幅优化，新
增参保群众使用频率高的“图文
问诊”等健康增值服务；

综合服务便捷高效，创新
“惠蓉保”与社会医疗保险的便
捷式结算平台，开发个人理赔数
据的查询平台，为群众提供便捷
化的线上服务。

同时，2021 年度“惠蓉保”
的保障范围从只对“疾病医疗费
用”保障扩展至“疾病+意外医疗
费用”，并对38种高值特药符合
报销规定的费用0免赔，也就是
特定药品报销无起付线。

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
中心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邹立
群教授介绍，2021 年度“惠蓉

保”是升级后的2.0版本，尤其是
扩大了特药目录的保障范围。
其中，11 种药品与医保目录紧
密衔接，纳入不同适应症；27种
医保目录外创新药品纳入，与医
保目录有效互补。“这些药品都
是治疗重大疾病、经国家药品监
管部门批准注册上市、基本医保
报销范围外、临床必需、疗效确
切、患者个人负担较重的高额特
药。”他说。

有既往疾病
还能买“惠蓉保”吗？

哪些人可以参保“惠蓉保”？

据了解，2021年度“惠蓉保”参保

不限户籍，只要是四川省本级基

本医保的参保人或成都市基本医

保参保人均可参保；不限年龄，上

至百岁以上老人，下至刚出生的

婴儿均可参保；不限职业，企业职
工、公务员、农民、退休人员、自由
职业、学生等群体均可参保；不
设健康状况限制，带病可参保可
理赔。

那么，若市民有既往疾病，
还能买“惠蓉保”吗？能理赔
吗？

据了解，“惠蓉保”作为成都
市民专属的普惠型商业补充医
疗保险，对购买的参保人不设置
既往是否患病的限制，即参保了
四川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或成
都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均
可购买“惠蓉保”。

值得注意的是，连续参保的
被保险人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后
确诊恶性肿瘤、白血病、淋巴瘤，
不属于既往症，符合保险责任约
定的可以理赔；但首次或非连续
参保的被保险人在2021年7月
1日前如已确诊恶性肿瘤、白血
病、淋巴瘤，并因此发生的“惠蓉
保”特定高额药品费用，本产品
不承担责任。

那么，“惠蓉保”怎么赔？
医保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

费用：报销金额＝（医疗费用－
医保报销费用－全自费费用－
年度起付线）×75%；医疗费用
包括住院、门诊特殊疾病、单行
支付药品、高值药品、政策内罕
见病药品的费用。

特定高额药品费用：报销金
额＝特定高额药品费用×75%。

两项费用合计，最高报销金
额不超过100万元。

2020 年度是退市新规实
施“元年”。据统计，截至2021
年 4月 30日，1876家沪市公司
（含主板、科创板）通过年报、
上市公告书等形式发布 2020
年业绩。其中，6 家暂停上市
公司均触及终止上市条件；39
家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即“*ST”）；36 家公司将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即“ST”）。

记者注意到，退市新规中的
新增指标成为上市公司“披星戴
帽”的主要原因，由此基本圈定
了一批缺乏主营业务甚至内控
失效的“壳公司”，凸显新增指标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6家公司触发终止上市条件

从具体指标来看，在 39 家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沪市公
司中，触及退市新规新增的“扣
非净利润+营业收入”财务类组
合指标的有 23 家；触及净资产
为负指标的有9家；触及审计意
见为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指标的有 10 家；触及破产重整
指标的有5家；同时触及两项及
以上指标的公司有7家。

在36家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沪市公司中，触及新增的内
控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
意见指标的有 21 家；触及新增

的最近三年扣非为负（孰低）且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审
计报告显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不确定性指标的有5家；触及资
金占用、违规担保指标的有 14
家；触及连续三年业绩亏损指标

（上市规则适用的过渡性安排）
的有7家；同时触及两项及以上
指标的公司有12家。

在 6 家触发终止上市条件
的暂停上市公司中，*ST航通于
年初主动终止上市；*ST 工新、
*ST 秋林已于 3 月披露年报后
被终止上市；*ST富控和*ST信
威的 2020 年度净利润为负，年
末净资产为负值，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同时触及三项终止上市条
件；*ST 鹏起 2020 年度净利润
为负值，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触
及两项终止上市条件。

退市新规新设指标威力初显

作为此次退市新规修订的
一大亮点，新增的组合类财务退
市指标代替单一指标，精准地
将一批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

“壳公司”圈定出来。其强调上
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改革思
路契合注册制的理念，以保障
与“入口多元”相匹配的“出口畅

通”，为常态化退市机制形成奠
定了基础。

从实践来看，组合类财务指
标圈定的*ST公司，占了沪市新
增*ST公司的近六成。这23家
公司主营业务或早已失去市场
竞争力，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多年来通过外部输血、出售资产
等盈余管理手段苟延残喘。同
时，这批公司常年亏损，约九成
近三年扣非净利润持续为负，收
入规模普遍较小；有 13 家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不足 5000 万
元，基本是明显缺乏持续经营能
力的“壳公司”。

在资本市场研究专家看来，
新增的组合类财务指标通过多
维刻画，有效识别出无持续经营
能力的“壳公司”，使得一批长期
没有主业、持续依靠政府补贴或
突击构造收入的公司“浮出水
面”。与此同时，主业正常但尚
未开始盈利的企业，或因行业周
期原因暂时亏损的企业不再面
临股票退市风险。

“进一步看其他‘披星戴帽’
的群体，这些公司或缺乏持续经
营能力，或是内部治理混乱，与指
标设置初衷较为一致，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退市新规指标设计
合理，具有较强的‘识劣’功能。”
上述专家分析称。 据新华社

精准圈定“壳公司”

沪市70余家公司“披星戴帽”

抗肿瘤药物数量从20
个增加至38个，肿瘤瘤种
从11个增加至18个，适应
症从22个增加至48个。

保障范围从只对“疾病
医疗费用”保障扩展至“疾
病+意外医疗费用”。

和 2020 年度“惠
蓉保”2万元的起付线
相比，连续参保人起
付线降至1.3万元，降
幅达 7000 元，新保参
保人起付线降至 1.8
万元。

2021 年 度
“惠蓉保”对38种
高值特药符合报
销规定的费用 0
免赔，也就是特
定药品报销无起
付线。

保障范围扩大1 2 起付线大幅降低 3 特药零免赔

2021年度“惠蓉保”
与去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共振

近期，A 股上市公司亮出
优异答卷，逾七成上市公司在
2020 年年报中表示将以现金
分红方式回报股东。数据显
示，截至 4 月 30 日，4246 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0年年报，
营业收入合计 53.07 万亿元，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

计3.98万亿元。其中，沪深两
市有 3003 家公司发布现金分
红方案，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
约70%，累计分红总额1.52万
亿元（含当年季报、半年报、年
报分红），相比 2019 年度的
1.36 万亿元增长近 12%，创近
3年新高。 据经济日报

A股总分红1.52万亿 创近3年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