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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保险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净利润

去年同期

众安在线

26.21

18.17%

2.83

-4.83

泰康在线

8.43

124.20%

-1.63

-0.74

安心保险

4.15

47.69%

-0.014

-0.83

易安保险

4.34

42.76%

-1.64

-0.80

责编：李桂清 美编/制图：余永康

05

财金周刊

Finance Weekly

2019.5.27��星期一

B

相关新闻

银保监会通报人身险产品典型问题

存在四大方面问题，26家公司上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

5 月

23 日，银保监会网站发布《关于近期人

身保险产品问题的通报》，从产品材料、

产品设计、条款表述、费率厘定四大方

面将 2018 年产品回溯和近期产品备案

中的典型问题进行披露， 中意人寿、工

银安盛、 光大永明等 26 家公司被“点

名”。

26家人身险公司被“点名”

本次通报的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产

品材料问题、产品设计问题、条款表述

问题、费率厘定问题等四个方面。 其中，

在产品材料方面，银保监会指出，部分

人身险产品存在漏报、少报材料，报送

材料内容不齐全、报送方式不规范的问

题。 比如，瑞华健康某疾病保险未报送

产品现金价值全表、国华人寿某医疗保

险部分年龄无对应保证续保费率。

而在产品设计方面， 部分人身险

产品存在产品责任设计与产品定义不

符、 产品设计存在销售误导隐患、 产

品保障功能弱化、 产品设计雷同的问

题。 银保监会指出， 比如， 在产品保

障功能弱化方面， 和谐健康某护理保

险， 产品为万能型， 其护理责任风险

保费占保费整体比例较低， 不符合护

理保险产品本意。

条款表述方面，则是存在条款表述

前后不一或表述不清、理赔约定不合理

的问题。 比如，太平养老某意外伤害保

险，理赔材料中要求除交管部门出具的

事故认定书外，还需提供当次交通工具

客票（存根），存在理赔约定不太合理的

问题。

最后在费率厘定方面，主要存在退

保假设不合理、 交费期设计不科学、现

金价值计算不合理的问题。 比如，中意

人寿某终身寿险、阳光人寿某两全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 利润测试假设中前 5

年退保率超过 70%， 退保假设不合理；

三峡人寿、君康人寿、光大永明等公司

报送的某终身寿险存在“长险短做”风

险， 存在现金价值计算不合理的问题。

以上四大类问题， 共计有 26 家人身险

公司被点名。

不得以表面合规掩盖实质违规

据悉， 本次人身险产品典型问题

通报是自今年 1 月 10 日首次通报以后

的第二次通报， 是对 2018 年 5 月产品

专项核查清理工作和近期监管备案中

发现的产品问题进行的归纳和总结。

银保监会指出， 保险产品开发不

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也

应当符合一般精算原理， 产品定价应

当审慎、 公平、 合理、 符合公司经营

实际， 不得以形式上的合规掩饰实质

上的违规。

下一步， 银保监会将继续对各公

司报备的产品进行严格核查， 持续追

踪公司产品经营情况， 定期通报监管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同时研究推进产

品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并对产品管理

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 产品回溯工作

走过场， 产品开发设计违规或不符合

精算原理， 以及仍涉及负面清单或历

次问题通报中列明的不合理、 不规范

情形的， 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行

政处罚， 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两家互联网险企业绩大幅改善

一季度众安扭亏为盈，安心亏损额大幅减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随着

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逐渐披露，众安

在线、泰康在线、安心保险、易安保险4

家互联网险企的首季度业绩也逐步浮

出水面。 据记者梳理，今年一季度，4家

互联网险企的保险业务收入均比去年

同期有所增长，其中泰康在线增长幅度

最高，达到124.20%。 而从净利润收入来

看，4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就呈现出“两增

两减”的状况，其中，众安在线实现了扭

亏为盈，一季度盈利达到2.83亿元。

4家互联网险企“三亏一盈”

根据四家互联网险企的一季度偿

付能力报告，一季度，众安在线、泰康在

线、安心保险、易安保险4家互联网险企

合共实现保险业务收入43.13亿元，同比

增长35.67%。 其中泰康在线的增长幅度

最高，达到124.20%；而众安在线的增长

幅度最低，仅有18.17%。

而从净利润收入来看，4家互联网

保险公司呈现“两增两减”状况。 其中，

众安在线、安心保险的亏损额同比大幅

减少， 从去年一季度的亏损0.83亿元减

少至0.014亿元；而众安在线实现了扭亏

为盈， 在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2.83亿

元， 比去年同期亏损-4.83亿元大幅改

善。 另外， 泰康在线一季度净亏损1.63

元，较去年同期多亏0.89亿元；易安保险

1季度净亏损 1.64亿元， 亏损金额约为

去年同期的两倍。

对比其他三家险企，众安虽然业务

增长幅度最小，但是净利润收入增长幅

度却最大，甚至在一季度成为唯一一家

实现盈利的公司，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

该公司扭亏为盈的呢？ 对此，业内人士

就指出， 这或许与一季度赔付支出减

少、费用支出减少，以及该公司在权益

市场投资收益增加有关。

“实现盈利的因素有很多， 除了保

费收入增加以外，还有可能是赔付支出

减少，或者是经营支出中摊销费用减少

有关。 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今年一

季度股票市场大涨，该公司在权益市场

的投资收益有望增加， 按照股指涨幅，

可能有30%以上的股票投资收益。 ”一家

大型人身险公司高级精算师指出。

众安一季度扭亏为盈

纵观2018年四个季度的营收情况，

众安在今年一季度的扭亏为盈实属开

个好头。 2018年一季度，该公司净利润

亏损4.83亿元， 在该年四个季度中为亏

损金额为最多，全年下来累计亏损18亿

元。 但在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已经扭亏

为盈，并实现了2.83亿元的盈利。

据记者了解，目前，众安在线正在

积极发力海外业务。 今年3月，众安国际

旗下众安虚拟金融成为首批获得中国

香港地区虚拟银行牌照的互联网公司，

允许其在香港地区为消费者提供一系

列线上银行业务。 众安将在获得牌照的

6-9个月内正式推出首批服务计划。

同时，据记者了解，除了虚拟银行

牌照以外，目前该公司正在申请该地区

的寿险业务牌照，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正

式获得香港地区寿险业务经营资质。

“届时， 虚拟银行业务就可为寿险业务

消费形成助力， 解决消费者在港开户、

刷卡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为众安打开内

地寿险市场提供帮助”， 上述精算师进

一步指出。

互联网保险

呈现四方面趋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程竹）

清华

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和养

老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周延礼 25 日

在“2019 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

坛———保险之夜”上表示，新一轮科

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保险行业的转

型升级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互联网

保险在发展中出现了四方面趋势。

一是数字资产战略意义的提升。

保险行业步入了转型升级的加速期，

数据技术将是保险业下一步应用的

关键技术。

二是保险科技成为价值创新的

主要动能。保险科技的价值创新结果

不仅来源于渠道和产品的创新，更来

自于保险流程相关的创新，形成的结

果就是流程再造。

三是科技提升保障能力，助力实

现普惠金融。 在科技助力之下，保险

业不仅可以提供客户场景的需求、行

为的需求和未来生活需求，更主要的

是这些需求相对应的保险产品与服

务。

四是新主体推动互联网保险生

态圈扩容。互联网保险发展推动了传

统保险产品产业链逐步向保险新生

态演变， 通过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共

筑保险生态，使保险更加活跃，保险

科技的萌芽通过它们得以推动和发

展，将来会带来新的产业格局。

据中证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