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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报告可用网银自助查询

通过建行网银只需三个步骤

银行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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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个

人信用报告可以利用网上平台自助查

询， 十分方便。 现在企业也能享受到

这样的便利。 记者从人民银行广州分

行获悉， 随着广东省首笔企业信用报

告网银自助查询业务落地， 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广东省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广

东省分行携手推出的企业信用报告网

银查询功能 8 月 10 日正式上线， 广东

成为继北京之后首批在全国银行业电

子渠道推出企业征信查询服务的省份

之一。

据悉， 自 8 月 10 日起， 凡是在广

东省内建设银行开通高级版企业网银

产品的客户， 均可通过建行企业网银

渠道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发起本企业信用报告线上申

请生成本企业信用报告， 进行线上查

询和结果下载。 “以前查询打印企业

信用报告只能跑到人民银行查询网点，

现在通过建行网银就可以完成了， 真

是方便多了！” 8 月 10 日上午， 建设银

行广东省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部的一

位企业客户说。

据了解，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创新

打造广东省征信查询安全管理平台，

目前， 全省

（深圳除外 ）

共布设了

89 个人民银行查询网点、 173 个柜

台、 184 台自助查询设备和 23 个金

融机构代理点向群众提供个人征信

查询服务。

在持续优化个人征信查询服务的

基础上， 征信中心广东省分中心与建

行广东省分行进一步推出企业信用报

告自助查询服务。 经现场客户测试，

整个操作流程分为开通、 查询和下载

等三个步骤。 首先前往建行柜面开通

高级版企业网银产品， 获取企业网银

数字证书， 分配并设置甲方操作员信

息及业务权限。 同时， 在线登录建行

企业网银开通企业网银信用报告查询

业务， 开通成功后在线上发起本企业

信用报告查询申请， 查询完成后即可

下载本企业信用报告。

据介绍网银自助查询业务的整个

流程简便快捷、 服务更加人性化， 企

业客户仅需要持有建行高级版企业网

银即可进行查询， 无需再跑人民银行

各地查询网点人工柜台， 省时省力。

同时， 还可以将本企业信用报告下载

存档， 方便企业日常信用管理， 随时

随地监控企业的信用状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期

险企密集发布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根

据报告，上半年 4 家互联网险企的盈利

情况仍然不甚理想， 其中泰康在线、易

安保险、安心财险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亏损，泰康在线亏损高达 4 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4家险企有 3家仍亏损

根据互联网险企公布的二季度偿

付能力报告，上半年，4 家互联网险企中

有 3 家险企仍为亏损。 其中，易安保险

在上半年亏损 2.61 亿元 ， 同比增长

6.97%；安心财险亏损 0.13 亿元，同比减

少 92.26%； 泰康在线亏损 4.13 亿元，同

比增长 119.68%。

对此，泰康在线相关负责人回应表

示，这是受到公司已赚保费与保费收入

不同步、固定费用投入与已赚保费在时

间上不匹配的影响，造成保费快速增长

初期公司亏损额有所加大。

据悉，今年上半年，泰康在线实现

保费收入 16.26 亿元，同比增长 42.2%，

其中，已赚保费占比 90.3%，固定费用支

出 2.78 亿元，固定费用率与去年基本持

平。

“在某个时间段内可能存在已赚保

费与保费收入不同步， 已赚保费比保

费收入大幅减少的现象 ， 这样在计

算盈利的时候可能存在亏损额加大

的情况。” 一名大型人身险公司高级

精算师对记者表示 。 而且 ， 上述负

责人也指出， 今年上半年 ， 泰康在

线在固定费用方面的支出同比增长

45% ， 这也加大了该公司的亏损 。

据悉， 上半年泰康在线科技方面的

投入同比增长 40%， 在运营方面也加

大了健康险和车险方面的运营投入。

众安在线上半年扭亏

不过，在四家互联网险企中，泰康

在线仍然保持了保费高增长，同比增速

约为 42.2%。不过，作为去年保费收入突

破百亿元的互联网险企之首，众安在线

目前仍未公布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记者从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了

解到，该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收入 2.83 亿元， 去年同期为亏损 4.83

亿元。 众安在线在此前也发布了《正面

盈利预告》，预计上半年将扭亏为盈。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前一阶段的

成绩，我想就是说到做到。 ”在平安银行

2019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平安银行董

事长谢永林的话语铿锵有力、 掷地有

声。 诚如其所言，从交出来的成绩单可

见， 平安银行以靓丽的业绩为市场侧

目。

半年报显示，该行零售突破成果突

出，零售三大尖兵产品行业领先，零售

业务贡献已超半壁江山，利润贡献逾七

成；对公做精逐步见效，智能化精品公

司银行体系加快成形；科技引领效果凸

显，全行推行 AI Bank 有序推进。

蓄力换挡，未来可期。 站在转型新

征程将启的发展节点， 谢永林首次用

“1234” 向投资者描绘了平安银行未来

发展蓝图。

一个方向不动摇

半年报显示，在解决历史包袱的情

况下，着眼未来发展需求，资产质量大

幅优化， 拨备覆盖率提升幅度对标最

大。

但谢永林强调，平安银行零售转型

的方向并没有发生转变。 对公做大做强

了， 可以为零售提供更多优质资产，做

大 AUM；可以通过 B2B2C 模式，批量

触达更多个人客户；可以通过专业投行

能力，更好服务私行高端客户，所以公

私联动今后会成为平安银行的常态，发

展对公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全行零售转

型战略。

两个杀手锏全面升级

“总结过去三年的经验， 综合金融

平台、科技能力是我们两大杀手锏。 ”谢

永林表示，下一阶段，平安银行将推动

两大核心优势全面升级，构建更牢固的

护城河。 综合金融方面，银行作为团金

业务的主阵地， 将进一步做实 1+N，推

动集团内部各类对公资源融汇贯通，为

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科技赋能方面，该行全面启动全面

数字化经营，打造 AI Bank，通过 AI、BI、

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构建智慧大脑，实

现"参谋部、指挥部、作战部、后勤部"一

体化。

三大业务线齐头并进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 谢永林表示，

零售、对公、资金同业都按照 3+2+1 的

模式梳理了经营脉络， 明确了核心能

力，清晰了策略打法。 零售将全面打造

AI Bank，颠覆发展模式，补齐业务短板；

对公经过前三年的调整积累，已经蓄势

待发，平安银行行长特别助理张小璐将

带领对公走向全新的未来；资金同业方

面，全球顶尖的交易团队、国际水平的

系统平台、销售交易的同业尖兵将成为

该行重磅武器。

四大保障推陈出新

“为了更好服务业务升级， 我们的

中后台也不断创新， 更好保障前线发

展。 ”谢永林介绍了保障前线发展的四

大保障。

一是更加精准的风险管理，从业务

策略入手实现更加精准的风险管理和

支持。

二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手

段， 改变过去以产品为维度的考核方

式，从客户出发，考核客户的综合价值，

考核区域的综合贡献，引导业务线真正

建立客户视角，推动新策略的落地。

三是更加国际化、多元化的人才队

伍，未来还将大量引入科技、互联网等

跨界人才，不断优化人才队伍，未来科

技和金融人才可能各占一半。

四是更加敏捷的组织架构，未来组

织结构会更加扁平化，敏捷化，更迅速

地响应前线需求；同时也将建立更有业

务导向的绩效考核文化。

“相信大家在锻炼中体会过， 绑着

沙袋奔跑一段时间后，一旦卸下就会身

轻如燕，健步如飞，平安银行的过去和

现在就如同这个状态。 过去三年我们日

子确实很苦，但我们这支队伍还是坚持

下来了，而且取得的成绩还不错，接下

来我想日子会好过很多，卸下沙袋后的

我们已经做好了腾飞的准备，我和管理

层都非常有信心， 我相信下一次见面，

我们还是会用说到做到来总结自己，回

馈市场，也希望各位投资者能一如既往

的支持和关注我们。 ”谢永林表示。

平安银行董事长谢永林期许未来：“1234”说到做到

互联网险企上半年亏损延续

4家险企有3家仍亏损

平安银行董事长谢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