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金·综合

B06

INFORMATION TIMES

2019.9.16 星期一

银行系险企上半年净利近37亿
中邮人寿最赚钱，工银安盛保费增速第一
基金资讯

前海开源率先加仓上半年迎来“
丰收季”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李 晶 晶 ） 银行系险

企二季度偿付能力报
告逐渐披露， 据记者
统计， 今年上半年10家银行系险企
保 险 业 务 收 入 合 计 达 到 1538.91 亿
元， 合计实现净利润为36.99亿元。
其中，上半年中邮人寿最赚钱，实现
净利润9.1亿元；工银安盛人寿保险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1.11%，增长幅
度最高。

仅一家录得净利润亏损
从净利润方面来看， 光大永明
人寿是银行系险企中唯一一家在今
年上半年亏损的公司， 亏损0.16亿
元。 而在去年同期，该公司净利润为
1298.44万元，净利润依然为正。2018
年全年， 该公司录得净利润收入
3007.35万元，同比增长45.44%。
针对亏损原因， 记者尝试向接
近光大永明相关负责人了解， 但截
至交稿，对方仍未给予回复。 不过，
据了解，自去年下半年至今，该公司
经历了较大的高层人事变动：2018
年11月， 原董事长吴富林不再担任
董事长， 公司董事张玉宽代行董事
长职责。 今年2月3日，银保监会发布
批复称， 同意张玉宽担任光大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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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董事长；而一个月后，银保监会
发布批复表示， 同意刘凤全担任该
公司总经理一职。

三家出现保费负增长
今年上半年，10家银 行系 险 企
中， 保险业务收入排名前三的公司
依次为工银安盛、 中邮人寿以及农
银 人 寿 ， 分 别 收 入 383.79 亿 元 、
370.18亿元以及189.66亿元。 其中，
工银安盛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11.12%，成为收入规模和增速均为
第一的银行系险企。
而除了前三家以外， 保险业务
规模也达到“百亿”级别的银行系险
企还有建信人寿和中信保诚，其中，
中信保诚的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速
为55.15%，成为这5家业务规模百亿
的银行系险企中增速第二的险企；
其次则为农银人寿，保费收入189.66
亿元，增速31.97%。
记者注意到， 上述五家保险业
务上百亿的银行系险企之中， 有两
家公司录得保险业务同比负增长，
分别为中邮人寿和建信人寿， 同比
负增长5.29%和15.12%。

公司名称

保险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净利润

工银安盛
中邮人寿
农银人寿
建信人寿
中信保诚
招商信诺
交银康联
光大永明
中荷人寿
中银三星

383.79
370.18
189.66
160.36
118.1
96.22
88.02
74.8
32
25.78

111.12%
-5.29%
31.97%
-15.12%
55.15%
17.66%
90.64%
-4.45%
32.29%
76.09%

4.35
9.1
5.8
3.17
4.32
7.11
2.2
-0.16
0.87
0.23

数据来源：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今年上半年， 在权益市场回暖的
背景下， 散户持有非货币基金份额创
近10年新高。 根据公募基金2019年半
年报数据， 个人客户持有公募基金份
额 （不含 货 币 基金 ）达到了1.94万亿份，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权益基金， 创下了
近10年来新高。
其中， 前海开源基金2018年底个人
投资者持有非货币基金份额为78.58亿
份，到了2019年年中达到187.11亿份，增
长份额达108.53亿份，排名行业第一。
业内人士指出， 前海开源基金自
去年四季度率先提出看多市场， 旗下
基金全面加仓， 优秀的业绩表现是公
司上半年获得个人客户大笔增持的主
要原因。 根据银河证券数据，前海开源

基金今年以来权益基金业绩整体表现
突出，旗下近20只基金回报超40%。 前
海开源基金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自
去年四季度提出全面加仓后， 公司采
取了“中国进攻、全球防守”的投资策
略。 所谓的
“
中国进攻”，就是重点布局
代表A股市场回暖的标志性行业，以券
商股为代表，也包括消费、农业、5G、军
工等其他板块股票。 而“全球防守”则
是以黄金股为代表的防御性品种。 前
海开源基金旗下主动管理股票基金和
混合型基金2018年底持仓券商股占股
票投资市值为13.68%， 到了2019年年
中降低至9.84%，而黄金股占股票投资
市值 的比 例 则 从2018年 年 底 的7.18%
上升至17.10%。

东方基金打造“佛系”债基新玩法
致力于降低基金净值波动， 提升
投资者持基体验的摊余成本法债基一
经问世，便成功接棒货币基金，成为稳
健投资者资产配置中的标配。 摊余成
本法是指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
按照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
入时的溢价与折价， 在其剩余期限内
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收益。 相比于传统
的基于市场价格的估值法， 摊余成本
法债基的净值曲线会更加平滑， 走势
更
“
佛系”。
据悉， 东方基金正在发行的摊余

成本法债基——
—东方卓越三年定开债
基，属于纯债基金，其投资于债券资产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同时，
该基金采用了“三年定开”模式，兼顾
了投资的收益性与流动性双重优势。
一方面， 三年封闭运作能够有效避免基
金申赎带来的规模变化影响，从而提升资
金利用效率，为投资者提供更具竞争力的
收益。 另一方面，三年定期开放也为投
资者提供了资金流动性的需求， 三年
封闭期结束后投资者可在开放期进行
申赎，实现基金变现的需求。

施罗德投资推出多资产私募基金
施罗德投资管理 （上 海 ） 有限公司
（施 罗 德 上海 ） 是施罗德集团在中国内
地的外商独资企业，宣布推出一只新的国
内多资产私募基金——
—施罗德中国多元
动态配置一号FOF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这是继2019年5月三只私募基金
的推出后的又一新品， 该产品的推出
更有助于施罗德投资继续为中国合格

的高净值和机构投资者提供创新的投
资解决方案。 根据公告显示，施罗德投
资私募基金的总数达到5只。 2018年6
月推出了首只私募产品——
—施罗德中国
智汇一号私募基金。 2019年5月推出了施
罗德中国股票优选一号私募基金、施罗德
中国信用债券一号私募基金和施罗德
中国宏观债券一号私募基金。

新华基金紧握“三大主线”增收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9日，今
年以来食品饮料以70.43%的涨幅，位
居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首位。 同源
数据显示， 截至9月9日， 新华策略精
选、 新华优选分红重点持有稳健成长
的白马蓝筹股， 较好把握住了这波行
情， 年内回报分别为43.58%、39.36%，
均高于同期市场平均水平。
上述基金都由新华基金权益投资

部总监赵强管理。 在选股上，赵强一直
强调“三大主线”，即把公司的投入资
本回报率、 公司业绩增速和公司估值
三者结合起来，精选高回报率、自由现
金流良好、 估值合理的优质公司。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9日，自他管
理新华策略精选、新华优选分红以来，
任职总回报分别为26.83%、24.65%，超
越基准回报11.49%、10.25%。

瘦身健体清理整合股权投资

邮政集团转让4家保代公司
信息时报讯 为积极响应国家
“
瘦身
健体”号召，中国邮政集团正在加速全
面清理整合股权投资。 9月9日，中国邮政
集团(下称“中国邮政”)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一
口气发布了4份产权转让信息：中国邮政拟
挂牌转让河南省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内蒙古邮政保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 湖南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70%股权和云南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预披露时间从9月9日至10月11
日。 记者注意到，中国邮政此次转让的4家
保险代理公司的经营情况均不太理想，要

么亏损，要么营业收入为零。 这或许也是
其遭狠心
“
甩卖”的原因所在。
根据邮储银行6月28日晚间披露的
回A招股书，邮政集团旗下的金融业务相
关企业除了人寿保险、资本管理、证券、电子
支付公司外， 还控制了14家包含保险代理

等业务的公司， 仅湖北天鸿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河南省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云
南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湖南邮政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及中邮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等5家企业实际从事保险代理/保
据 国际 金 融 报
险兼业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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