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前

11

月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前五位

（单位：亿元）

排名

1

2

3

4

5

公司名称

国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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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生态变局在即

9家银行已经完成“断直连”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陈周琴）

元旦假期前后，再有两家银行宣布完成

支付“断直连”。据信息时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目前已有9家银行宣布完成“断直

连”。 网联平台也表示，目前99%的市场

存量跨机构业务已完成向网联平台的

业务迁移，网络支付行业正迈入更加规

范健康的新纪元。

网联模式下“钱袋子”更安全

2018年12月29日， 招商银行宣布，

已与合作支付机构全面完成包括协议

支付、网关支付、商业委托支付、付款等

业务的“断直连”工作。 与此同时，建设

银行在2019年1月2日发布的公告中也

透露，已于2018年12月30日与合作支付

机构全面完成网络支付业务“断直连”

工作。 建设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行

根据网联平台业务规划，与网联平台对

接了协议支付、网关支付、商业委托、分

期支付、付款等多种业务，全面承接了

原直连业务。 同时在2018年“双十一”

“双十二”期间，建行网络支付交易全部

通过网联等清算机构处理，系统运行平

稳，客户体验良好。

其实，早在2017年8月，央行支付结

算司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

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

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的通

知》中就指出，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

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

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

所谓的支付“断直连”，是指将非银

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

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在“断直连”模式

下， 原本的支付模式为“商户-支付机

构-银行”的三方参与，变成了“商户-

支付机构-网联-银行”的四方参与。 网

联平台在2019年新年献词中表示，在网

联模式下，跨机构支付交易的转接清算

集中统一，违法违规支付业务暴露在阳

光下，同时网联平台采用三地六中心多

点多活的分布式云架构技术，也有效降

低了海量转接清算业务处理的集中单

点风险，使老百姓的钱袋子更加安全。

截至发稿，据信息时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已有9家银行“官宣”完成“断直

连”，分别是中信银行、光大银行、邮储

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

兴业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

支付机构市场生态更规范健康

除此以外， “断直连” 的模式下，

支付机构的市场生态也在生变。 根据

央行要求， 在 1 月 14 日前， 支付机构

需要完成备付金 100%缴存， 目前只剩

下不到一周时间。

据了解， 按照央行 《关于支付机

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

的通知》 规定， 自 2018 年 7 月 9 日

起， 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

金集中交存比例， 到 2019 年 1 月 14

日实现 100%集中交存。 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 集中缴存于央行的备付金已

达到 12446 亿元， 中泰证券的研报就

指出， 预计目前交存比例已经达到九

成， 大致推算备付金总量约在 1.3 万~

1.4 万亿元左右。

易观金融分析师王蓬博表示， 银

行完成“断直连” 的提速， 一方面是

各大行已经宣布切断和三方的直连，

另一方面是央行要求备付金账户取消。

同时， 在“断直连” 模式下， 市场将

产生两大明显变化， 一个是两个巨头

会更加注重自我生态的建设， 资金在

自己的循环里， 不走协议支付， 另一

个连锁反应就是逼迫着其他第三方支

付机构加速转型。

根据网联提供的数据， 目前全部

持网络支付牌照的 115 家支付机构以

及 424 家银行已接入网联平台， 99%的

市场存量跨机构业务已完成向网联平

台的业务迁移， 通过合规路径进行转

接清算， 网络支付行业正迈入更加规

范健康的新纪元。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根据银

保监会网站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 1~11 月， 保险业累计实现原保

险保费收入 35419.5 亿元， 同比增长

2.97%。 其中，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10628.76 亿元，同比增长 12.08%；寿险

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24790.7 亿元，同

比下降 0.5%。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正值业务转型

的中小险企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其

中，华夏人寿、前海人寿原保险保费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 76.58%、51.81%， 是后

起之秀中原保险保费收入增幅最高的

两家公司。

转型期中小险企保费增速快

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数据，尽管去

年寿险业保费增速仍然为负增长，但是

相较于年初的负增长态势，下半年保费

收入已有大幅改善。 2018 年 1 月、2 月，

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分

别为-25.5%、-24.31%，至 6 月底，寿险

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已升至-

8.5%，随后 7、8、9 月，增速缓慢提升，至

10 月底，增速已升至-1.85%。

总体来看， 在 2018 年前 11 个月，

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35419.50

亿元，同比增长 2.97%。 其中，产险公司

原保险保费收入 10628.76 亿元，同比增

长 12.08%； 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24790.7 亿元，同比下降 0.5%。

从具体公司来看，不少正值业务转

型的中小险企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其

中， 华夏人寿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1471.31 亿元，同比增长 76.58%，是后起

“黑马” 中原保险保费收入增幅最高的

公司。 而前海人寿原保费收入则达到

471.75 亿元，同比增长 51.81%，成为了

少数在行业转型潮中仍然保持正增长

的公司。

“万能险”出现回暖迹象

值得关注的是，2018 年前 11 个月，

寿险公司未计入保险合同核算的保户

投资款和独立账户本年新增交费为

7564.73 亿元，同比增长 27.1%。 与 2017

年同期相比，2018 年以“万能险”为代表

的保费收入出现了一定的“回暖”。

业内人士指出， 受到一系列监管

政策的影响， 此前该块业务收入出现

大幅腰斩， 但目前随着行业调整的完

成， 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的回升迹象。

“随着产品调整的完成， 过去中短存续

期的产品形式已经不存在了， 但万能

险本身缴费灵活的特点还是符合市场

需求的”， 一家大型人身险公司高级精

算师指出。

相较人身险公司的集体趋暖，健康

险公司也不遑多让。 7 家专业健康险公

司之中，仅有和谐健康、人保健康两家

公司仍然为负增长， 同比增速分别为-

99.25%和-41.8%。 在其余 5 家健康险公

司中，成立刚满 2 年的复星联合健康以

828.69%的同比增速位列行业第一，太

保安联健康、平安健康分别以 77.86%和

65.93%的同比增速位列第二和第三，昆

仑健康则以 23.76%的保费增速位居第

四。

不过， 尽管业务增速遭遇滑铁卢，

但是从整体规模上来说，人保健康仍以

138.44 亿元原保险保费收入稳居行业

“老大”地位。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大健

康战略的逐步推进，以及人们对于医疗

保障补充的愈发重视，未来健康险业务

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风口。

近日， 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简称

“中征平台”）

的政府采购类应收

账款线上融资业务系统

（简称 “政

采贷系统”）

，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向珠海蓝龙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发

放了180万元纯线上信用贷款，标

志着中征平台全国首笔政采贷线

上融资业务在珠海落地。

据悉， 政采贷系统是中征平

台新增的功能模块， 通过与各省

（市 、区 ）

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系

统与平台进行接口对接， 可实现

政府采购中标信息、合同信息、财

政支付信息， 以及成交信息等融

资所需数据的快速交互。 政采贷

全流程线上融资业务相比传统线

下政采贷融资业务具有三大优

势：一是全流程线上操作，显著提

高业务效率。 企业在互联网端登

录发送融资需求， 授权银行查看

历史交易数据， 银行通过自身信

贷业务系统验证政府采购合同真

实性并受理业务， 省去了企业频

繁找政府采购部门盖章确认相关

资料的麻烦，最快可实现T+1日放

款。 二是锁定回款账户，有效防范

贷后风险。 银行通过平台将融资

成交信息及回款账号发送至财政

部门， 财政部门严格按照融资银

行的回款账户付款， 实现回款账

户锁定，降低贷款资金风险。 三是

纯信用融资，大幅降低融资成本。

传统政采贷业务需要担保公司提

供担保并收取1%~3%左右的担保

费， 全线上政采贷融资业务仅需

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提

供信用担保， 大幅降低了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成本。

据悉，近年来，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大力推广中征平台应用，提

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有效盘活企

业存量资产，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截至2018年11

月末，中征平台广东省

（不含深圳，

下同 ）

注册用户7679家，达成融资

交易8968笔， 融资金额3898.1亿

元、同比增长18.8%，中小微企业融

资金额占72.7%。 2018年1月至11

月，平台新增融资308.3亿元，中小

微企业占77.05%，成为平台融资的

重要受益方。 供应链企业融资利

率有效降低，以2018年第三季度为

例，中征平台广东规模供应链的中

小微企业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

5.16%， 较广东中小微企业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低59个基点，远低于社

会融资利率水平。

通讯员 刘剑 杨贞

银保监会公布2018年前11月保费收入

两家中小险企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超50%

动态

广东支持企业融资

又出新招

全国首笔政采贷线上融资

业务落地珠海

银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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