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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副主任贾飙：

目前人身险业利差损风险整体可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据中

保协官网消息，2020年11月19日， 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

（简称 “中保协 ”）

在广州

召开“第二届中国寿险业总精算师论

坛”，主题为“聚焦‘十四五’助推高质

量”。 会上，中国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副主

任贾飙表示，目前人身保险业利差损风

险整体可控，但利差损风险在加大。

贾飙称：“在全球低利率环境和利率

下行趋势下，受经济增速放缓、新冠疫情

全球蔓延等多重因素影响， 我国市场利

率下行， 投资收益覆盖保单成本的难度

增大， 保险公司面临的利率风险和资产

负债久期错配面临的再投资风险在上

升，人身保险业利差损风险在加大。 ”

贾飙表示，人身保险业将采取以下

四个方面的措施防范利差损风险，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一是守住关键防线，完善人身保险

业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形成机制，进一

步增强评估利率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

性。

二是盯住风险敞口，加强非现场监

测。 将责任准备金覆盖率纳入人身保险

非现场监测指标体系，与产品备案等监

管措施挂钩； 开展利差损风险压力测

试，重点管住人身险公司资产负债成本

收益和久期匹配情况， 设立压力情景，

对全行业利差损风险进行量化评估。

三是管住产品载体， 做好风险防

范。 加强窗口指导，治理市场乱象，重点

防范万能险风险。

四是兜住安全底线，提高保险资金

运用水平。 丰富风险对冲工具，适度鼓

励权益类投资， 改革投资管理能力监

管。

中小融平台将落户广东金融高新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11月

19日，以“把握变革契机，助力升级发

展”为主题的“2020 年广东金融高新区

资本市场发展大会”在佛山千灯湖创投

小镇举行。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齐聚

全国四大交易所进行现场信息发布及

政策解读的资本市场盛会，大会已连续

举办第四年，是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

信息共享交流的高端平台。

会上， 作为省数字政府和金融科

技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 广东省中小

企业融资平台

（简称 “中小融” 平台）

进行了平台推荐。 目前， 中小融平台

已申请接入34个部门的250项政务数

据， 对全省超1300万家企业进行了信

息采集； 累计入驻金融机构达371家，

发布金融产品1060款， 发布惠企政策

253条； 累计服务企业超64万家， 实现

融资已突破300亿元。 未来三年， 中小

融平台预计服务中小企业超百万户，

汇集金融机构和核心企业超千家， 实

现融资服务超万亿元。

活动现场，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签订了

共建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协议。 根

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中小融平台将落

户广东金融高新区，并将依靠佛山雄厚

的制造业基础，因地制宜建设“佛山分

站”， 切实为佛山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贡

献金融力量。

国投瑞银基金会客室：

“新经济”有望提升港股活跃度

今年来港股市场震荡，但部分“新经

济”板块表现较好，展望后市，港股市场

走势如何？“新经济”对港股产生何种影

响？ 最新一期国投瑞银基金会客室邀请

兴业证券张忆东、 国投瑞银基金经理刘

扬分析港股未来投资机会。张忆东表示，

全球配置重新向新兴市场回流， 港股市

场投资性价比高。 刘扬认为“新经济”有

望提升港股活跃度， 明年整个港股市场

或风险偏好提升，对港股市场相对乐观。

港股估值悄然发生质变

长期以来，港股被誉为全球“估值

洼地”。 对此张忆东表示，港股不会持续

保持低估值的状态， 而是悄然发生质

变。 从中短期投资风格看，今年全球市

场成长风格跑赢价值， 因为疫情后，市

场看好确定性增长的板块，成长性特征

的个股表现较好，估值一路上升。 港股

估值修复，叠加今年下半年来，AH股溢

价到达历史高位的双重影响，港股是否

迎来进场时机？ 刘扬直言港股蕴含投资

机会，从AH溢价角度看，一般其溢价指

数越高，说明H股吸引力越强，未来会从

估值、基本面匹配角度去择股。 长远看，

目前港股上市公司里，70%以上是中资

股，拥有竞争力的“新经济”到港股上市

或二次上市，如互联网公司、可选消费、

医药等值得关注。

看好未来港股投资机会

对于港股未来的投资机会，张忆东

指出，中国资产，特别是性价比较好的

港股将会成为全球资产再配置的赢家。

第一汇率方面， 人民币升值是长趋势，

人民币资产对海外投资者有吸引力；第

二今年5月后， 外资大量买入中国国债

和政策性银行债，从宏观自上而下角度

看，中国资产吸引力提升；第三海外资

金偏向在全球寻找性价比较好的资产，

一些港股中的成长股、传统价值股估值

比美股便宜，全球配置重新向新兴市场

回流， 而新兴市场里中国资产性价比

高，其中港股首当其冲。

刘扬则表示，市场不确定性相对减

少，对港股离岸市场相对较好，明年整

个港股市场或风险偏好提升，对港股市

场相对乐观。 从具体板块看，新经济板

块存在较好机会，比如互联网、医药、硬

件、可选消费等具备较好成长性，传统

行业存在估值修复的机会，以及新股也

是关注的对象。

德生科技助力第三代社保卡多场景落地应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广州

市社保卡是一张民生卡，目前已可用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卫生

健康、民政、司法、交通、农业、体育、文

化、林业和园林、金融等多个领域，实现

政务服务、公共服务、金融服务三大领

域“一卡通”，是市民享受政府公共服务

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之一。 截至今年9月，

广州市已累计发放超过1342万张金融

功能社保卡， 签发电子社保卡超过376

万张。

据了解，第三代社保卡已具有身份

凭证、信息记录、自主查询、缴费和待遇

领取、就医结算、金融支付、其他拓展等

七大功能。 为以社保卡为载体建立居民

服务“一卡通”提供支撑，进一步拓展社

保卡应用领域，德生科技结合多年在身

份识别领域积累的园区、社区、校园、景

区等场景化AIoT优势，把第三代社保卡

的发放与居民生活场景快速结合，即发

即用，并逐步形成了“以应用促发卡”的

多场景应用服务模式来为各地搭建基

于第三代社保卡为载体的居民服务一

卡通综合服务。

记者获悉， 截至目前， 德生科技

居民服务“一卡通” 场景建设合作已

签约了包括湖北、 安徽、 河南、 陕西、

四川、 江西、 贵州、 甘肃、 广东等近

40个城市。 随着第三代社保卡应用工

作的全面启动， 德生科技表示， 未来

将通过“以应用促发卡” 的模式， 把

第三代社保卡的发放与居民生活场景

快速结合， 并实现社保卡在城市生活

中更多场景的应用， 助力各行业 各类

园区、 校园、 小区、 景区等小型闭环

场所与城市“一卡通” 的并轨。

招商增浩一年定开

11月23日发行

据了解， 即将于11月23日发行

的招商增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基金

在固收打底的基础上， 积极关注权

益、 定增、 打新等多种策略， 可谓

当前理财新宠“固收+” 类产品的

“Plus版”， 值得投资者关注。 招商

增浩一年定开拟任基金经理姚飞

军、 尹晓红均擅长绝对收益思路产

品运作。 其中， 姚飞军在定增和新

股申购方面经验尤为丰富， 擅长中

长期把握企业基本面， 优选价值成

长品种,过往产品业绩良好。 银河

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9月30日， 姚

飞军自2016年6月3日管理招商增荣

基金以来年化回报率为10.52%， 任

职回报为54.2%， 超越同期业绩比

较收益率、 沪深300涨幅。 尹晓红

则具备丰富的二级债基管理经验，

注重安全边际， 擅长在严控信用风

险前提下深挖长期价值。 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 截至9月30日， 尹晓红

管理的招商安盈基金， 2017年12月

30日以来任职回报20.31%， 年化回

报率为6.94%。

券商资管逐鹿公募舞台

中信证券老将刘

琦脱颖而出

随着券商大集合公募化改造

的持续推进， 优秀的券商资管投

资经理也逐渐进入投资者视线，

中信证券资管投资经理刘琦就是

其中一位。 Wind数据显示， 截至

11月13日， 其所管理的中信证券红

利 价 值 B 近 一 年 收 益 率 高 达

52.11%， 这位从业十八年老将的公

募首秀引人瞩目。 据了解， 作为

一只“三度擒获金牛奖” 的产品

（

2012

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017

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19

年度三年期金牛券

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中信证券

红利价值自2011年8月成立以来就

一直由刘琦管理。 Wind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1月13日， 该产品成立以

来总回报达到336.87%， 远超同期

同类产品135.18%的平均回报和业

绩比较基准73.57%的收益率， 年化

回报也达17.32%。 值得关注的是，

根据产品三季报显示， 中信证券

红利价值目前保有规模超200亿，

是当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一只完

成公募化改造的大集合产品。 对

于主动型权益产品而言， 随着产

品规模的增加， 投资和管理难度

也会随之上升。 而中信证券红利

价值在较大规模情况下的业绩表

现进一步彰显出刘琦出色的投研

实力与大资金运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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