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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火灾共涉及多少“保险”？

业内人士称我国文物保险逐渐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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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北京时

间 16 日凌晨，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造

成塔尖倒塌，建筑损毁严重。 初步分析

认为，施工明火可能是造成火灾的危险

因素之一，预计圣母院重修至少需要数

年的时间。那么本次火灾到底涉及了多

少保险呢？ 对此，记者采访了保险业内

人士。

艺术品风险：

贬值厘定是难题之一

巴黎圣母院文物损失是最引人注

目的。 发生火灾后，其内部的三架管风

琴、大钟、油画、雕塑以及著名的“玫瑰

窗”等文物状况依然未知。对此，安达保

险有限公司艺术品保险负责人何宏凯

表示，火灾是艺术品日常营运中最高的

风险因素之一，极易造成损失。 文物估

值、修复、贬值厘定是艺术界最为关心

的话题，也是保险业的“难题”之一。

如果出现艺术品的损失，保险公司

会调查确认艺术品是否是在承保期间

内，因保单约定的承保风险所造成的艺

术品有形损失或损害。 同时，保险公司

会与艺术家

（ 如在世）

及其团队沟通修

复可能以及修复报价。

在建工程险：

不包含建筑及内部财产保障

由于此次火灾的原因初步推测是

工程修缮施工，在建工程险能否为这一

灾难提供补偿？ 据了解，建安工程险就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针对新建项目的风

险保障方案，可以保障在建工程在施工

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火灾和其他意外

事故导致的工程本身损失，并由此造成

的第三者责任损失。

“然而， 在实务中工程险常见以工

程概算总造价投保，相较于完全新建的

项目，翻新工程合同本身不包含建筑物

本体及存放在内的现有财产的价值。因

此，除非特别约定，一旦发生理赔，建筑

本体的损失及现有财产很难在建安工

险下获得赔偿”， 安达保险工程险部倪

丹峰表示。

业内人士指出， 巴黎圣母院这类

古文物建筑的翻新工程， 相比完全新

建的建筑物来说， 其最大的不同在于

其现有建筑物的本身价值极高， 因而

其重置的成本特别高昂， 甚至不可能

进行重置， 而其翻新部分的合同价格

相比而言就比较低。 因此， 通常情况

下业主原有的建筑物会在财产险下进

行承保。

古建筑财险：

历史建筑重置价值难以估算

由于巴黎圣母院属于国宝级建筑，

对于这类建筑的财产保险也备受关注。

安达保险财产险部王鑫介绍说，此次古

建筑受损，除去特定保险如艺术品保险

外，很重要的就是建筑物和内饰等财产

险，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是：如何评估

历史建筑的重置价值。

他举例说， 如果说是一个新建筑，

建筑使用的是名贵建材， 如金丝楠木

等，即使是烧毁了，也是非常好确定价

格的，但是，历史建筑的修复材料的重

置价值就很难估算，因此，历史建筑物

的重置价值的评估通常由第三方专业

机构进行评估后作为保险金额，而保险

界也一般采用定额的方式，即投保方对

特定物品利用定额保值的方式加以保

障，并设定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及理赔

相关的专业机构。

此外， 发生灾害后的人员损失等，

也会在事件处理后期进入流程，这包括

参观的人群以及参与救火的消防人员

等。这类保险的投保人应该是巴黎圣母

院以及消防队，包括第三者责任、员工

意外、雇主责任等。

我国文物保险渐受重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于 2017

年撰写文章表示，总体来看我国的文物

保险市场，无论在体系完善，还是在市

场意识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初

级阶段，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来

看，目前我国文物保险市场文物投保率

偏低。 记者了解到，目前文物相关的风

险管控日渐受到各方重视。

何宏凯指出， 相较国外成熟市场，

国内的文物艺术品保险起步较晚。主要

表现为：国内文物被保险人对于文物日

常存放、 保养的风险意识有待提高；行

业缺乏定制化的配套产品，如艺术品运

输、包装、布展、安保公司等，其内部的

标准操作流程无法匹配特定艺术品的

特殊需求定制防护方案。

其次，保险公司对于艺术品保险的

认知度，承保、理赔、风险管理经验、资

源是否充足，针对大型项目是否具有足

够的承保能力进行承保等等，也都是保

险业面临的挑战。

随着 2018 年报季接近尾声， 多家

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业绩浮出水面。

目前国内已开业的持牌消费金融

公司共 23 家， 能够从公开渠道查询到

业绩的有 10 家， 这些已披露业绩的公

司包含头部和中小消费金融公司，颇具

行业代表性。受成本上升及资本金约束

等影响，头部消费金融公司业绩增速大

幅放缓。 中小型公司中，中邮消费金融

和海尔消费金融成为行业黑马。

头部公司增速放缓

数据显示，捷信消费金融、招联消

费金融和马上消费金融已稳居行业第

一梯队。 其中，捷信仍然是行业内营业

收入唯一过百亿的消费金融公司，且

2018 年重新登顶持牌消费金融净利第

一的位置。

捷信金融年报显示， 其 2018 年实

现营业收入 185 亿元 ， 同比增长

40.59%；净利润 13.96 亿元，同比增长

39.56%。

中国联通年报显示， 招联金融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69.56 亿元，同比

增长 67.10%； 实现净利润 12.53 亿元，

同比增长 5.37%。

重庆百货年报显示， 马上金融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82.39 亿元，同比

增长 76.51%，实现净利润 8.01 亿元，同

比增长 38.6%。

记者注意到， 对比 2017 年的净利

润增速而言，招联金融和马上金融的净

利增速已经大幅放缓。 2017 年，招联金

融和马上金融净利增速分别高达

266.97%和 8792%。

招联金融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2018 年利润增速放缓有多方面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是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带

来的各项成本显著增加。

“头部消费金融机构经过近年来快

速发展，业绩基数不断壮大，整体利润

增速必然减缓，但是一些基数较小的消

费金融机构仍在快速增长。 ”中邮消费

金融总经理余红永对记者表示。

海尔消费金融净利增速在已披露

公司中位居第一，2018 年其营业收入、

净利润分别约为 10.49 亿元 、1.68 亿

元，大幅增长 313%、250%。

两家公司成黑马

“海尔消费金融在金融科技和客户

培育方面下足了功夫，前几年的培育在

去年展现成效。 ”一位产业系持牌消费

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成立于 2015 年的中邮消费金融净

利增速仅次于海尔消费金融，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 20.9 亿元， 同比增长

227.73%；实现净利润 2.03 亿元，同比

增长 199%。

与此同时，一些成立年限较短的消

费金融公司也展现出强劲的业绩增长

力。 2018 年，幸福消费金融营业收入升

至 1.41 亿元，净亏损则缩至 1327.54 万

元。 而 2017 年幸福消费金融净亏损达

3630.44 万元。

长沙银行披露的年报也显示，2017

年该行与 58 同城发起设立的长银五八

消费金融公司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

2018 年营业收入 1.07 亿元， 净利润

1106 万元。

据证券时报

广东工行绿色经济领域

贷款超500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

昨日

记者从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获悉，截

至2019年3月末，广东工行在绿色经济

领域的贷款余额达502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25%；环保合格类客户数达1.94

万户， 贷款余额约5845亿元， 环保合

格、环保友好客户贷款占比超98%。

针对一家海上风电企业存在“融

资难” 的困扰， 广东工行获悉该情况

后，积极主动与企业沟通联系，设计了

与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经营现金流相

匹配的融资方案。为提高效率，全部融

资过程均由省行直接受理、 尽调和审

批， 成为各家联合贷款银行中最先完

成审批并放款的银行， 服务质量和效

率得到客户高度认可。

统计显示，2015年以来，该行投向

绿色经济领域的贷款余额年均增速约

15%，超过同期公司贷款平均增速，且

逐步构建了涵盖财务顾问、债券承销、

债务重组、理财投资、产业基金等多元

化产品体系， 实现对各类绿色项目的

全产品、多渠道支持。如2018年4月，广

东工行完成该行首笔光伏扶贫项目贷

款1.8亿元审批，截至2018年末，项目

已提款1.05亿元， 不仅有效推动当地

绿色光伏电产业发展， 项目产生的分

红收益还可帮助当地建档立卡的4000

余贫困人口脱贫， 实现脱贫攻坚和新

能源开发、节能减排有机结合。

农行广州城南支行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

为进

一步加强“党建+公益”，打造农行广

州分行“金穗阳光”标杆品牌，4 月 16

日， 广州城南支行组织志愿者服务队

到沙园康园工疗站开展“以纸暖心 手

望未来”金穗阳光志愿服务活动，陪伴

残障人士们度过有意义的半天。 在与

沙园康园工疗站和海珠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的积极沟通后，城南支行“金穗阳

光” 志愿者服务队经过前期的开会讨

论和精心准备， 策划了以“折纸小课

堂”为主题的服务内容，通过简单易学

的折纸教学，给“康园宝宝”们带来快

乐。

活动现场， 志愿者们先邀请各位

“康园宝宝”一起唱歌热身，相互熟悉

增进情感。随后，志愿者代表生动形象

地为“康园宝宝”讲述了“纸”的历史，

“纸”的文化，并鼓励他们回答提问，送

上精美的小礼品。 正式开始折纸教学

环节，8 个小组的志愿者分别耐心地

教导“康园宝宝”们如何用纸折出可爱

的“蝴蝶”“玫瑰花”，对于那些动作比

较慢的“康园宝宝”，志愿者们温声细

语地一遍遍解释步骤， 贴心地手把手

教学， 通过鼓励的眼神和温柔的双手

传递关爱。

头部消费金融公司盈利增速放缓

成本上升是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