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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安联财险迎来首任CEO

曾带领团队屡创佳绩

银行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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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据京

东安联官网消息，近日，银保监会下发

批复， 核准京东集团副总裁徐春俊担

任京东安联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

的任职资格。 这是自去年 10 月安联财

险正式更名为京东安联财险以后的又

一大动作。

据公开资料显示，徐春俊过去 20年

间曾在人保、平安、太平洋等大型保险机

构任职，2016年 5月起担任京东集团副

总裁，全面负责京东集团保险业务工作。

相关人士透露，此前，在人保健康

四川省分公司任职总经理期间， 徐春

俊曾经带领团队快速使企业扭亏为

盈， 而在人保财险担任社保服务中心

负责人期间， 其就推动该公司社保业

务连续三年实现 200%增长。

据京东安联财险 2017 年年报，

2017 年该公司合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0.77 亿元，其中责任险业务和短期意

外健康险业务收入就合计达到了 7.17

亿元，占所有业务收入的 66.57%。尤其

是短期意外健康险业务，2017 年的业

务收入达到 3.25 亿元， 同比增长了

45.74%， 成为该公司业务板块的潜力

股，为此，业内人士认为，曾效力于人

保健康的徐春俊， 应该能为该公司健

康险板块的发展， 带来崭新的思想和

活力。

新任掌舵人上任以后， 是否会大

力发展该公司健康险板块业务呢？ 对

此， 记者就咨询了京东安联财险相关

负责人，不过截至记者交稿，对方没有

对此做出回复。

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京东安联财

险或将以京东提供的在线电商渠道作

为有力突破口， 大力发展各种场景类

保险，包括退货运费险、物流破损险等

责任保险， 以及在电商平台引入更多

健康险、意外险等产品，从而利用电商

巨头的流量优势充分扩大自身业务规

模，形成互惠互利的有效模式。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周琴）

近日，

腾讯金融科技智库对外发布了针对国

内百位主流经济学家开展的“分析与

判断 2019 年中国宏观经济和投资形

势”调研结果。 据调研，经济学家普遍

预计 2019 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

将更加宽松； 对 5 年后企业总体税负

下降持乐观态度；2019 年的楼市价格

走势最大可能是“不下降”；二级市场

而言，现在不是购买 A 股、港股和美股

的好机会。

消费升级仍是经济增长引擎之一

据悉， 参与此次问卷的 100 位经

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涵盖了券商投行

的首席经济学家、 官方研究机构的研

究员以及高校的教授，如林采宜、管清

友、陆挺、姚余栋、潘向东、彭文生等首

席经济学家，以及郭田勇、何帆、董希

淼、董克用等高校教授们。

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有

所回落。 但消费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 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 通信器材类商品零

售额增速分别比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增速高3.9、3.2和1.4个百分点。

有 96%的受访者认为， 居民消费

升级仍是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

之一。 而从已有的发达国家经验看，支

持 GDP 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消费，可见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的重要性。

楼市趋于稳定

2019 年中国住房价格走势牵动着

广大百姓的心。 资金流向是否应该流

向住房领域？ 本次调研显示，经济学家

中认为房价不会下跌的有 57%； 认为

房价下跌的有 40%； 认为住房市场价

格会出现分化的有 3%。 因而调研总结

认为，2019 年的住房价格总体上或保

持稳定。 从宏观经济稳定来看，应该争

取的是住房价格稳定但不大涨大跌的

结果。 由于各地人口净流入存在较大

差异，市场分化在所难免。

除了楼市之外， 股市的投资趋势

也备受投资者关注。“关于现在是不是

配置 A 股的好机会， 认为是/不是/说

不上的经济学家各占 33.3%。 这种‘三

三三’的选择结果说明，配置 A 股现在

总体上看还不是好机会。 A股市场持续

下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也影响了受访者的判断。 ”广发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沈高明表示， 眼下并非投资港

股、美股的好时机，相对而言，A 股得到

更多的支持。 只有 16%的受访经济学

家认为， 眼下是买入港股的时机；35%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是。 这说明在受

访者看来，港股在 2019 年总体上不会

有好的表现。 此外，市场对于美股市场

同样不乐观， 只有 10%的经济学家认

为眼下是买入美股的好机会； 而有高

达 6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是。

春节期间银联

网络交易额破万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昨日，

中国银联发布最新春节消费数据，

2019 年春节假日期间

（

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

， 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首次

突破万亿级，达 1.16 万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71.4%。

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银联卡日常

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4.7%， 高于平

均增幅。具体来看，黄金珠宝类消费备

受欢迎， 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九成。 此

外，买年货、逛庙会等传统消费保持平

稳快速增长，年夜饭、团圆饭预订尤为

火爆。文娱消费走俏，春节期间，滑雪、

健身等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

爱， 运动类消费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 1.2 倍。 旅游消费持续走高， 旅行

社、大型景区售票、宾馆住宿等与旅行

相关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九成。 出

境游方面， 中国游客在 137 个国家和

地区使用银联卡，较去年同期增加 10

个。“一带一路”沿线成为新兴热门旅

行目的地，缅甸、摩洛哥、印度、土耳

其、芬兰等地交易量显著增长。 同时，

境外旅游消费呈现多元化趋势， 铁路

航空、加油站、公共交通、超市类商户

交易量增长迅速。

“从消费构成来看，吃饭、购物、出

行、 娱乐四大类消费是今年春节长假

期间消费支出的主力军， 在日常消费

中占据绝对优势， 所占比重较去年同

期增长 4.4 个百分点，”中国银联数据

分析师陈汉分析，“今年春节消费有两

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是老百姓更舍

得花钱，不论是孝敬老人、奖励晚辈还

是犒劳自己，交易都有显著增长；第二

是文化娱乐和旅游消费增长迅速，成

为今年过年的消费亮点。 ”

春节期间跨机构

支付交易创新高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周琴）

春节

假期期间， 各大支付机构和清算机构

“网联”都迎来了“断直连”后的首个春

节支付交易高峰。昨日，网联披露的数

据显示， 网联在春节假期共处理跨机

构支付交易 45.5 亿笔。 其中，除夕跨

年夜，网联平台交易处理峰值超过 4.4

万笔/秒，系统成功率 100%，全链路平

均交易耗时 198.98 毫秒。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发红

包” 盛况不仅出现在微信支付和支付

宝，还有百度、今日头条、快手等互联

网巨头也参与了除夕夜的“发红包”大

战，从而进一步考验了网联、银联两大清

算机构的跨机构支付交易处理能力。

“时间紧急，问题复杂，场景新颖

以及支付保障挑战比较大。”度小满金

融副总裁张旭阳表示。 中国工商银行

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杨雷也表示，银

行业均非常重视全面“断直连”之后的

首次大考， 从去年年底就已开始准备

春节保障计划， 并把元旦保障当成了

春节的预演。

百位经济学家展望2019

认为今年房价趋于稳定

信息时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人身

保险产品监管工作， 防范产品经营风

险， 监管部门拟对各人身险公司年金

保险产品经营情况开展调研。

此次调研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

《中国保监会关于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

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印发以来，各人

身险公司年金保险

（含养老年金保险）

产

品经营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保

费收入、保险期间、预定利率、负债修正久

期、负债成本率以及责任准备金情况等。

二是， 各人身险公司对已承保的

保险期间为 10 年及以上的年金保险

业务， 在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方面开展

了哪些工作，有哪些具体安排，存在哪

些问题和风险。并按 10 年、30 年、终身

三个保险期间的业务进行例举说明。

三是，各人身险公司 2019 年年金

保险产品开发设计和经营管理计划，

以及对年金保险产品规范健康发展的

建议。

据上海证券报

监管部门拟调研人身险公司年金保险经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