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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去年实现净利近146亿增84%

实现年度保费收入1381亿元，同比增长13%

□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宽

昨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中心支公司向信息时报记者介绍，

3月25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华保险 ”或 “公司 ”）

公布

了2019年度经营业绩。

2019年，新华保险的综合实力实现

新突破。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

公司实现年度保费收入1381.31亿元，同

比增长13.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45.59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83.8%； 内含价值持续提升至2050.43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18.4%；总资产8789.70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19.8%， 首次突破

8500亿元平台； 总投资收益率4.9%，同

比增加0.3个百分点， 投资收益情况良

好。

保费规模与内含价值双增长

2019年，在行业深化转型发展的背

景下，新华保险积极适应内外部发展形

势，以满足客户多样化保险保障需求为

导向，丰富新单业务增长点，持续发挥

续期滚存优势，促进总保费规模较快增

长。长期险首年保费253.96亿元，同比增

长22.0%； 续期业务实现保费1058.21亿

元，同比增长10.4%。

内含价值持续提升。 截至2019年

末， 公司内含价值达到2050.43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18.4%，创历史新高；剩余边

际为2145.2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7%。

业务结构保持均衡。 保费结构方

面，续期保费占总保费的比例为76.6%，

占比保持高位稳定，为总保费持续增长

保驾护航；长期险首年期交保费占长期

险首年保费的比例为76.2%， 奠定续期

保费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 险种结构方

面，传统型及分红型长期险首年保费占

长期险首年保费比例合计54.2%， 健康

险长期险首年保费占长期险首年保费

比例为45.8%， 符合公司产品结构均衡

发展的业务策略。

业务品质有所改善。 个人寿险业务

13个月继续率为90.3%，25个月继续率

为86.2%，较2018年提升1.3个百分点。退

保情况改善，全年退保率为1.8%，同比

降低3.0个百分点， 退保金同比减少

60.7%。

回归保险本源，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0年， 新华保险将按将重点推进

六项主要举措：一是加强党建工作，加强

党的领导；二是持续市场对标，做强寿险

主业； 三是丰富产品体系， 满足客户需

求； 四是加大产业协同， 打造服务生态

圈；五是加快科技应用，落实科技赋能；

六是坚持依法合规，坚守风控底线。

2020年初，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新华保险主动作为，采取了向

武汉医护人员捐赠保险、扩展产品保险

责任、提升在线服务能力、组织捐款捐

物等一系列举措，勇担社会责任。 截至

2020年3月20日， 新华保险累计向各地

相关机构捐款超过607.1万元

（含

4775

名

党员捐赠

101.5

万元）

， 捐赠抗击疫情急

需的各类物资，折合金额超96.6万元；向

各地一线医护人员、民警、社区干部、媒

体记者、 志愿者等人员赠送保险保障，

累计捐赠保险保额722.3亿元。

《东莞金融与您共克时艰》系列报道八

东莞企业投保复工复产防疫保险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印发

昨日，东莞市金融工作局向媒体介

绍，为贯彻落实《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加快惠企政策落

实的实施办法》关于“市设立 1000 万元

专项资金，对企业投保相关复工复产保

险产品给予不超过 12%的补贴，镇街园

区按不低于 1:1.5 予以配套， 减少复工

复产企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停工停产的

损失”的政策措施，经市政府同意，市金

融工作局、市财政局和东莞银保监分局

近日联合印发了《东莞市企业投保复工

复产防疫保险补贴实施细则》

（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

。

据介绍， 东莞市设立 1000 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企业投保复工复产防疫保

险补贴，充分发挥保险社会“稳定器”

的重要作用， 重点保障莞企因新冠肺

炎疫情导致停工停产， 而造成人工成

本、隔离费用、相关经营损失等方面损

失， 是市政府出台的又一项撑企惠企

暖企政策。《实施细则》明确了东莞企

业投保复工复产防疫保险的目标任

务、保费补贴范围、保费补贴流程、保

费补贴资金管理、职责分工、执行期限

等相关内容， 旨在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安全和减少损失。

企业投保相关复工复产防疫保险

保费由地方财政和参保企业共同分担，

市、 镇街园区两级财政按保费不低于

30%予以补贴，以企业投保保费 2000 元

为例， 财政补贴保费不低于 600 元，企

业投保时自缴保费不高于 1400 元，其

余部分由市镇两级财政补贴资金直接

拨付承办保险机构。 据了解，目前厚街、

南城和石碣等镇街已与有关保险公司

对接，出台了适合辖区企业实际的复工

复产防疫保险补贴工作方案，明确了镇

级财政的补贴比例，加强对企业复工复

产的保险保障。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高效发放 4.54亿元援企稳岗补贴

昨日，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向信息时

报记者介绍，作为东莞市社保业务的主

要合作银行，广发银行东莞分行迅速响

应东莞援企稳岗政策，全力配合市人社

局落实援企稳岗补贴发放工作，仅用两

天时间， 即高效发放了 4.54 亿元援企

稳岗补贴， 其中发放稳岗补贴 1.87 亿

元， 返还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 2.67

亿元，共帮助 16.2 万家企业及 130.4 万

名职工纾难解困，以实际行动缓解了企

业资金周转压力。

作为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广发

银行东莞分行积极发挥金融央企职

责，在疫情期间勇担职责，积极助力落

实各项惠民政策， 全力配合东莞市政

府完成政府采购合同全流程线上融资

服务上线以及社保费退款工作， 并通

过减费让利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加强

专项信贷支持、宽限还款缓解压力、落

实企业商铺租金减免、 提供高效应急

支援等多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精准施

策，多措并举，全面帮扶企业共渡难关。

广发银行东莞分行表示， 下阶段，

将持续扎实推进金融支持服务工作，与

中小微企业风雨同舟、共同进退，持续

奉上服务“雪中炭”、 出台政策“定心

丸”，确保高质高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东莞中行推出“个人战疫复工贷”

信用最高可贷50万元，抵押最高可贷1000万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东莞正在加快复工复产的节奏。 为助

力莞企腾飞发展，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

（以下简称“东莞中行”）

深入贯彻落实

东莞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全力支持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推出了“中银个人战

疫复工贷”， 重点支持防疫行业和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信用

最高可贷50万元，抵押最高1000万元。

东莞市某餐饮服务公司受疫情影

响，已接近三个月没有开门营业。 该司

负责人叶先生对着一堆账单一筹莫展，

得知东莞中行推出了个人战疫复工贷

款专属产品，申请简便，放款快速，便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银行。 东莞中

行根据叶先生的情况， 迅速为其办理

了“中银个人战疫复工贷”，2个工作日

内便成功发放授信129万元， 为该餐饮

公司的复工复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据悉，叶先生申请的“中银个人战

疫复工贷”， 是中国银行针对企业复工

复产面临的债务偿还、资金周转和扩大

融资等迫切问题，向小微企业主、个体

工商户推出的个人专属普惠金融授信

产品。 该产品重点支持防疫行业和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信用

最高50万元，抵押最高1000万元。

为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当

前优惠期内，企业主最优可享受较市场

基础利率再低0.5~1个百分点的利率优

惠。 同时为保障业务办理效率，东莞中

行对该复工贷产品的申请、审批及发放

开通了全流程绿色通道，帮助企业以最

快速度投入复工复产。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莞中行累计

投放个人普惠金融贷款超1.5亿元，为

近200户小微企业主、 个体工商户提供

了授信支持。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杨舜莲

中国平安

为援外医疗专家团队

无偿提供救助金

昨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向信息时报记者介

绍，近日，中国平安联合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宣布， 将所有参与国际疫情防

控工作的医疗团队成员纳入平安一线

医护人员抗击疫情专项保障项目。 若

医疗团队成员因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致

残、身故，中国平安将为每人提供最高

50万元的救助金， 并承担防止感染蔓

延所发生的转移安置费用， 为援外的

国家医疗队保驾护航。 该项保障由平

安产险提供后续服务。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

蔓延， 我国派出多个医疗团队远赴伊

朗、伊拉克、意大利等国家。对此，中国

平安表示， 公司将与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高度关注外派专家团队的安危，

密切跟进疫情进展情况， 并充分发挥

保险保障专长与医疗科技优势， 向奔

赴国外的医疗专家团队成员无偿提供

专属保障。

据了解，截至3月23日，中国平安

旗下保险公司已经累计完成164例确

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客户保险理

赔，累计赔付金额超过1400万元。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秋琳 陈翠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