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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险企前8月保费平均增长8.75%

其中人保增速最快增速达12.1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截

至目前，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

人保、太平洋保险、新华保险已悉数

披露了今年1-8月保费收入数据。据

记者梳理，今年前8月，五大上市险

企合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5846.6

亿元，同比增长8.75%，其中中国人

保增长最快，增速达到12.10%。

上市公司保费收入为正增长

据记者梳理，今年前8月，中国

人寿、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太平洋

保险、 新华保险合共实现原保险保

费收入 15846.6亿元 ， 同比增长

8.75%。 其中，中国人保、中国平安增

长最快， 保费增速达到12.10%和

9.43%，其他三家上市险企保费增速

保持在5%以上。

具体而言， 中国人保原保险保

费收入 3954.96亿元 ， 同比增长

12.10%； 中国平安原保险保费收入

5542亿元，同比增长9.43%；中国人

寿原保险保费收入4432亿元， 同比

增长5.8%； 太平洋保险原保险保费

收入2580.96亿元， 同比增长7.81%；

新华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909.26亿

元，同比增长8.06%。

针对中国平安保费收入保持着

高增长的原因， 中银国际研报就指

出， 这来自下半年平安推出高性价

比重疾险保险产品， 对于保费增长

有正向拉动作用。 而针对新华保险

的保费积极提升，该研报分析认为，

这来自该公司二季度增员效果显

著， 较2018年末代理人队伍小幅增

长。

非车险业务发力

从不同业务来看， 今年前 8

月， 平安寿险、 人保寿险、 太保寿

险分别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3597.99 亿元、 819.77 亿元、

1695.55 亿元， 同比增长 9.20% 、

1.82%、 5.54%， 整体而言， 还是低

于集团公司的保费增速。

而财险业务方面，平安财险、太

保财险、人保财险在今年前8月就分

别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730.70亿

元、885.41亿元、2961.35亿元， 同比

增长8.88%、12.45%、13.62%， 整体而

言，略高于集团公司的保费增速。

财险业务的加速增长， 来自车

险还是非车险的贡献。 从平安集团

披露的数据来看， 车险业务保费收

入为1219.19亿元， 同比增长6.81%；

非车险业务保费收入为429.09亿元，

同比增长104.71%； 意外和健康险

业 务 为 82.4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8.28%， 由此可见， 非车险业务的

发力， 带动了财产险公司保费增长

的提速。

一家险企一年内

只能代理一家业务

信息时报讯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保

险中介监管部向各银保监局、 各保险公

司下发《关于做好保险公司相互代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

。

通知指出，保险公司相互代理是保险

兼业代理的组成部分，是保险公司重要的

销售渠道。保险公司代理其他保险公司保

险业务，应当由法人机构报中国银保监会

核准，分支机构在法人机构授权下开展相

互代理业务。 经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后，保

险公司到其法人机构所在地银保监局领

取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通知称， 一家财产保险公司在一个

会计年度内只能代理一家人身保险公司

业务， 一家人身保险公司在一个会计年

度内只能代理一家财产保险公司业务。

保险公司为保险集团内其他保险公司代

理保险业务的， 代理保险公司家数可以

多于一家。

据中证网

银行更加注重

安全防范措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近日，

普华永道发布题为“数字化转型要求企

业主动识别和管理风险”的《2019 年数

字信任洞察之中国报告》。报告通过访问

121 位中国企业高管，指出 28%的受访者

认为数据治理或隐私保护将成为数字化

转型道路上最为严峻的风险。 从一系列

衡量指标来看， 中国企业管理者认为网

络安全与业务发展相配的程度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但风险管理工作尚未成熟，仍

于“被动应对”阶段。

普华永道中国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

服务合伙人姚皓轩指出，相对而言，金融

行业对信息安全的投入比其他行业更

大、更规范。银行也将越来越多的安全防

范措施嵌入到产品和业务当中， 未来安

全运营会成为金融行业的重中之重。

银保监会研究鼓励发展商业养老险

信息时报讯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

前获悉，银保监会正在研究鼓励保险

公司发展老年人商业养老保险的相

关政策。

记者了解到， 目前几家大型保

险公司已在积极布局可供老年人购

买商业养老险。 “具体来看， 保险

公司面向老年人的产品主要包含五

类，” 新华保险相关人士指出， 一是

针对养老需求， 提供年金保险、 养

老年金保险。 二是针对疾病保障需

求， 提供重大疾病保险、 特定疾病

保险。 三是针对医疗费用补偿、 津贴

保障需求， 提供住院费用及住院津

贴医疗保险。 四是针对意外伤害、

意外医疗及意外住院津贴保障需求，

提供意外伤害及意外医疗保险。 五

是针对定期、 终身身故保障需求， 提

供定期寿险或终身寿险。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保险公司

应探索开拓老年人细分市场， 深耕

寿险相关产业链。 可探索以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委托商保机构承办大病

保险等。 多位险企人士表示， 应加

大产品研究， 将商业保险与社会养

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结合起来， 重

点针对老年人的养老、 医疗、 意外

及老年护理等老龄化关注领域进行

产品研究与创新。

据中国证券报

广东农行新推出“智慧货架”

搭建网点“生活 +金融”多元化服务平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通讯

员 王新庆 程喆 ）

9 月 16 日-18 日，

第六届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

安全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举行。 作

为历届重要参展单位，广东农行以图

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该行在构建科

技安全屏障、普及网安知识和打造便

民智慧银行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智慧货架”构建营销服务平台

加快数字化转型是今年广东农

行的工作重点。 该行积极打造场景化

金融生态圈，为客户带来“一站式”、

“智慧化” 服务， 全面提升客户满意

度。 展会上，广东农行新推出的“智慧

货架”吸引了不少目光，该产品通过

构建线上线下、行内行外的营销服务

平台，形成网点、产品、商圈、场景于

一体的连接枢纽，为客户带来便捷丰

富、体验友好的服务。

市民可通过“智慧货架”平台参

与农行网点合作商户的专属优惠活

动，符合条件的农行客户可享受购物

满减、打折券、抵值券等优惠。 在农行

营业网点“智慧货架”设备终端，市民

还可以了解和体验理财、基金、存款、

信用卡产品及分期优惠、缴费等一系

列优享生活服务。

大力推进产品智能化移动化

据悉，广东农行大力推进产品智

能化、移动化，助推网络金融业务数

字化转型。 目前，农行新版掌银推出

了“网捷贷”、“微捷贷”、“快农贷”等

系列线上贷款业务，上线了新版基金

专区、“农银智投”、刷脸转账、掌银刷

脸自助注册等智能交互功能，发布了

与银联合作的掌银扫码支付立减、满

减活动，同时推广了“智慧食堂”、“智

慧加油”等场景项目。 在数字化转型

大潮下，掌上银行作为服务零售客户

的线上主平台， 还推出指纹登录与

“刷脸认证”功能，客户交易“所见即

所签”，为交易安全提供了保障。

广东农行积极创新支付认证方

式应用，全面推广业内目前安全级别

最高的通用（蓝牙）K 宝证书支付。 该

行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等电子银行产

品均采用高标准的 PKI 公钥体系结

构、128 位 SSL 安全通信协议、 图形

码、动态密码键盘和无法复制的 K 宝

电子证书，从根本上保障了客户资金

安全。

今年堵截电信网络诈骗 9.8万件

在大力构建科技屏障的同时，

广东农行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机

构的指导下， 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宣

传教育， 为广大客户普及金融安全

知识。 该行将网络安全宣传融入日

常工作流程， 印发电子银行安全折

页、 海报、 宣传漫画等一系列宣传

材料， 在网点播放金融安全知识视

频， 通过电视报纸、 官方微信微博、

门户网站、 网点宣传栏等多种渠道，

全面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倡导安全

合规的支付方式。

今年前 8 个月，广东农行共堵截

电信网络诈骗 9.8 万件， 涉案金额近

2.5 亿元，配合公安机关进行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 540

多笔，返还金额 3200 多万元。

前

8

月上市险企保费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公司

名称

中国人寿

中国平安

中国人保

新华保险

中国太保

1-8

月

保费收入

4432

5542

3954.96

909.26

2580.96

同比

增长

5.80%

9.43%

12.10%

8.06%

7.81%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