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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基金热销，专家提醒：

把握机遇也需关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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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保费收入出现放缓，但行

业发展却重回了“稳健轨道”，不少公司偿

付能力均出现了回升。 比如，以扎根广州

的寿险公司珠江人寿为例，自去年 3 季度

开始， 该公司的偿付能力已开始逐步上

升。 截至今年 1 季度末，该公司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已提升至 131.20%， 比去年 4

季度大幅提升 28 个百分点。

今年 1季度偿付能力

比去年 4季度大幅提升

根据珠江人寿披露的 2019 年 1 季度

偿付能力报告，2019 年 1 季度末，珠江人

寿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93.13%， 比去

年 4 季度末增加了 6 个百分点；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为 131.20%， 比去年 4 季度末

增加了 28 个百分点，偿付能力大幅提升，

风险管控成效显著。

这是由于该公司实际资本和最低资

本同步获得改善所致。 当期，珠江人寿实

际资本比上期增加 246116.15 万元，同比

增加 31.67%。 其中， 核心一级资本增加

66295.80 万元 ， 附 属 一 级 资 本增 加

179820.35 万元， 这获益于今年 1 季度此

公司发行的 18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的“补

充作用”。

与此同时， 当期最低资本也比上期

增 加 了 21，491.56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2.83%，这主要来自于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增加 23，513.44 万元所致。 由于实际资

本和最低资本的同步提升， 让该公司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今年 1 季度大幅改

善，已大幅超越此前监管所设定的 100%

监管红线。

对此， 珠江人寿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总额不超过 35 亿元

资本补充债的发行工作，在第 1 期资本补

充债发行成功后，公司偿付能力已获得大

幅改善并提升至 120%以上，待后续 17 亿

元资本补充债全部发行完毕，公司的偿付

能力状况将会获得更大的改善。

报告显示，1 季度珠江人寿净现金流

为-12.97 亿元， 比上季度净现金流 14.80

亿元出现下滑。 上述负责人指出，净现金

流为负主要是受公司正常开展资金运用

投资净流出的影响。 总体来看，公司现金

流状况良好，流动性资产充足，流动性水

平合理安全。公司后续将会采取积极措施

防范现金流防风险，包括按照资产负债匹

配原则进行资产配置；建立现金流预警机

制定期对未来现金流缺口进行预警并作

出安排；在投资资产的选择上充分考虑资

产的流动性和变现性，在需要时变现资产

满足流动性需求。

“用科技赋能服务”

不断优化客户的服务体验

除了不断改善整体流动性，确保业务

经营稳定持续以外，近年来，珠江人寿也

在积极拥抱互联网科技，借助前沿科技打

造电子化服务平台，发展一系列在线自助

服务，不断优化客户服务效率，提升客户

保险服务体验。

其中，2017 年 1 月，珠江人寿就正式

上线了微信客户服务平台———“珠江人寿

客服”，经过一系列的功能建设及优化，引

入了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脸识别、OCR

（图片文字识别）等功能，推出在线理赔申

请、在线自助保全、在线续期缴费、续期缴

费账号变更等服务，让客户办理业务更为

高效和便捷。

截至目前，“珠江人寿客服”微信号已

涵盖包括在线回访、在线保全申请、结算

利率查询、保单回执、保单理赔、续期缴

费、保单查询、人工客服、电子通知等一系

列在线服务。 今年以来，通过微信平台办

理自助退保业务的客户已达到 60%、签收

保单回执的客户已达到 35%、小额理赔的

个人业务客户已达到 10%，满足了客户对

于各项保单业务的便捷需求，大幅改善了

用户的服务体验。

“借助于该平台的有效运营， 公司还

会定期向客户推送保险知识、活动信息等

活动，从而强化了与客户的互动，增加了

客户的粘性，获得了良好的营销效果。”上

述负责人指出， 未来，珠江人寿将继续关

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技术应用，以“关

怀客户、联络感情”作为出发点，积极推动

服务 e 化程度，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等

多方面提升服务体验， 用科技赋能服务，

力争将微信客服平台打造成客户的“全方

位贴心管家”。 （李晶晶）

珠江人寿发布 2019年 1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

随着寿险行业的不断转型，以及产品形态的不断改革，去年以来，寿险业务增长已出现了明显的放缓。据银保监会

统计数据，2018 年，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20722.86 亿元，同比下降 3.41%，而在 2017 年，寿险业务增长速度则

为 23.01%，虽比 2016年小幅回落但依然为正增长。

偿付能力大幅提升，资本补充卓见成效

据新华社电

首只科创板基金

开售首日认购申请金额超百亿元，

最终确认比例不足一成， 折射出

普通投资者对于科技创新投资的

热情。 业界专家提醒， 应理性看

待科创板投资， 把握机遇的同时

也需关注风险。

继 4 月 22 日首批 7 只科创板

基金获批后， 26 日首只科创板方

向基金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基金

在中国银行单一渠道正式开售，

不出意外地遭遇“抢购”， 当日认

购申请金额超百亿元。

29 日， 易方达基金公司发布

公告称， 易方达科技创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已于 26 日结束募

集。 由于累计有效认购申请金额

超过募集规模上限 10 亿元人民

币 ， 公司对有效认购申请采用

“末日比例确认” 的原则予以部分

确认， 确认比例为 9.747474%。

29 日， 南方科技创新、 华夏

科技创新、 嘉实科技创新、 汇添

富科技创新灵活配置、 富国科技

创新灵活配置、 工银科技创新 3

年封闭等 6 只科创板基金同日发

售。 业界预计， 这些基金将集体

出现“比例确认” 情形。

在业内人士看来， 在科创板

采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背

景下， 科创板基金热销折射出普

通投资者对科技创新投资和科创

板市场的浓厚兴趣。

产融浙鑫财富首席经济学家

周荣华表示， 从目前已获受理的

科创板申报企业来看， 大多数企

业具备较强的“科创属性”， 并表

现出较好的成长性。 由于科创板

对个人投资者设置了一定的门槛，

科创板基金成为散户投资科创板

的主要通道， 因而受到热捧。

不过专家也提醒， 投资者宜

理性看待科创板投资， 在把握机

遇的同时也需关注风险。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杨德龙表示， 科创板企业多

数为初创企业， 未来能否成功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

着科创板的投资风险大于主板

和创业板。

南方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

资官

（权益 ）

史博也表示， 科创

企业资质参差不齐， 加上科创板

放宽涨跌幅限制可能导致市场发

生投机交易行为， 建议投资者理

性参与科创板投资。

广州优质产业载体成“孵化器”

从近5年广州的产业结构及增速变化

可看出， 广州的第三产业占比较大， 服务

型经济明显。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 广州的

工业结构， 由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新兴产业

为主导的方向迈进， 广州正迎来产业转型

升级的新拐点。 据悉， 有关部门正持续推

出相关产业政策， 对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

企业提供相应补贴， 积极优化创新环境，

为广州产业发展提速提质。 同时， 受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的辐射影响， 多个优质产业

载体在日渐完善的配套设施及产业集聚效

应下， 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进驻。 目

前， 广州的优质产业园区正处于高度发展

期， 主要聚集在天河智慧城、 广州科学

城、 中新知识城、 国际创新城等板块， 规

模在近年来持续增长。

天河智慧城正处于快速建设发展期，

作为广州天河区功能组团“双核”发展引擎

之一，该区域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等产业， 培育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

知识型企业， 巩固了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的龙头地位。 目前天河智慧城已吸引了

逾2000家企业，包括6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

入驻。

而作为产业园区“潜力股” 的中新知

识城， 将在知识经济、 生物科技等方向上

发力。 中新知识城旨在重点发展生命健

康、 生物技术、 能源与环保、 先进制造等

八大支柱产业， 现已获得阿里云工业互联

网总部、 GE、 百济神州等行业巨擘的青

睐。 截至2018年， 知识城已累计注册企业

近900家。

除了优质园区， 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与

数字经济试验区的琶洲，得益于“互联网总

部经济区”的定位及利好政策推动，吸引了

腾讯、小米、阿里巴巴、唯品会等众多互联

网大鳄及其上下游企业的进驻。

业内人士表示， 广州具备充足的高校

人才及科研机构资源， 为初创中小型高新

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有

望成为高科技驱动下崛起的新创新企业的

理想孵化器。 同时， 与其他核心城市相

比， 广州较优的产业载体租金可为企业有

效节省办公成本， 加速促进了科创企业的

入驻及扩张， 进一步增强各区域的产业集

聚效应及产业链的完善， 以推动湾区背景

下广州科创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深化。

广州商用物业成创新企业心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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