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11月19

日，慧择（HUIZ.US）公布Q3财务报告显

示，2020年三季度， 慧择实现保费收入

7.79亿元， 同比增长41.16%； 营业收入

3.48亿元，同比增长22.87%。 保费和营收

均实现双位数增长， 创下了季度新高。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慧择投保用户已增

至670万，被保用户增至5600万。 用户平

均年龄为32岁，多为来自一二线城市的

中产白领人群。

被保用户增至5600万

据悉，三季度保费收入中，长期险

的保费收入就高达92.89%，并已连续四

个季度稳定在90%以上。从2017-2019年

的保费数据来看，慧择的长期险业务保

费占比达35.9%、66.5%以及87.4%， 保费

占比逐年扩大。 自2019年四季度开始，

截至今年三季度，长期险保费收入占比

已经连续四个季度超过90%， 并呈现加

速增长趋势，营收结构趋于稳定，并呈

现稳步增长态势。 根据三季报，截至今

年三季度末， 慧择投保用户已增至670

万，被保用户增至5600万。

疫情期间线上业务正常开展

疫情期间，不少险企的线下业务受到

影响，均纷纷积极发展扩大“线上业务”，

务求通过线上业务发展转发新客户。

据介绍，疫情初期，慧择就针对疫

情防控需要，通过网站、APP、社群等多

元线上渠道设立“肺炎专区”提供疫情

实时动态和相关查询工具。 同时，线上

理赔服务帮助用户实现“无接触”理赔，

将疫情对保险服务的影响降至最低。 此

外，员工“线上办公”的支持，也让业务

推动和用户服务获得了有效开展。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通过科技

的助力，慧择在用户体验方面进行了极

大的优化。

三季报显示，慧择在研发方面的费

用达到1147.8万元，同比增长41.86%，科

技布局持续扩大。 截至目前，慧择已经

实现了AI计划书、知识图谱、智能核保

方面的科技应用突破，入选“2020中国

保险科技100强”头部企业、胡润发布的

《2020中国互联网保险中介服务平台

Top10》榜单第四位，成为了互联网保险

科技新力军。

将在核心城市布局高端用户服务中心

除了扎根线上服务，慧择还将进一

步发展线下服务， 打造全方位服务场

景。 慧择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慧择服务

的保险用户中，不乏一二线城市的高价

值用户。“未来三年，慧择将实施战略升

级，借助保险产品升级的契机，瞄准保

险服务数字化转型需求， 以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核心，打造

‘保险产品及服务云平台’。 新平台将打

破商业模式边界，融合线上线下，以科

技和数据赋能产业上下游，使慧择的保

险产品和服务，可以全场景、全方位触

达保险用户，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和

全量的保险产品及服务。 ”

图为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高级市场

总监汤颖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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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0年11月中国房贷市场报告：

首套房贷利率连续两月维持不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日

前，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

11月中国房贷市场报告， 报告对全国

41个重点城市674家银行分支机构房贷

利率的监测数据显示， 2020年 11月

（数据监测期为

2020

年

10

月

20

日

-2020

年

11

月

18

日）

， 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

率为5.24%， 与上月持平； 二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5.54%， 环比略降1个基点。

一线城市中， 北上深三地继续维

持上期房贷利率水平； 广州地区首套

房 房 贷 利 率 环 比 上 涨 1 个 基 点 至

4.92%,具体到广州各个银行间， 最近

几个月的房贷利率变化比较频繁， 且

幅度和变动方向不一， 不太具有一致

性。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金融分析师李

万赋指出， 整体来看， 11月全国房贷

利率市场保持稳定。 11月央行开展的

MLF操作利率水平依然维持前值。 年

前的最后一个月， 全国房贷利率大概

率将继续平稳， 但也不排除个别城市

的房贷政策年末出现重大变化影响到

全国水平。

11月15日， 北京中营惠营养健康研

究院和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保健食品分

会主办的“探索肥胖解决方案”———代餐

和轻食趋势与创新大会在京召开， 来自

中国营养学会、北京营养源研究所、国内

公共卫生领域的知名专家， 以及行业和

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 就代餐轻食行业

未来发展前景、 规范标准以及技术创新

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百事公司大中

华区高级市场总监汤颖蕾和百事公司大

中华区营养研发副总监胡俊刚受邀以

“代餐食品的消费者趋势和代餐食品的

开发与创新”为主题发表了演讲。

桂格作为百事公司旗下谷物营养

专业品牌， 全新推出桂格小Q瓶代餐奶

昔，引领科学代餐新纪元。 桂格抵卡控

小Q瓶的上市， 成功填补了国内营养科

学代餐的空白，具有两大创新亮点：

一是桂格首款通过科学人体试验

饱腹感验证的专业代餐；

二是营养指标率先全面符合中国

营养学会代餐食品团体标准。

符合代餐食品团体标准

桂格抵卡控小Q瓶用数据说话

为了率先推进专业科学代餐的创

新， 桂格抵卡控小Q瓶的研发团队在产

品开发过程中，特别咨询了中国营养学

会有关专家且得到了专业指导，确保各

项营养指标全面符合中国营养学会代

餐食品团体标准。 以总能量为例，代餐

食品团体标准要求以控制体重为目的

的可替代一餐的代餐食品，总能量需控

制在200-400Kal之间，而桂格科学代餐

奶昔严格将热量控制在每餐 206 -

210Kcal之间。

桂格抵卡控在产品研发阶段就制

定了“以科学试验为准，靠数据说话”的

研发思路。 与权威机构北京中营惠营养

健康研究院和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合

作，开展科学人体试验。 该试验开展过

程中，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严格筛选受

试者，采用全球认可的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 科学试验方法评价食物的饱腹

感。 科学人体试验结果表明，桂格低卡

控科学代餐奶昔可带来持续4小时饱腹

感。桂格抵卡控小Q瓶代餐奶昔，集实力

饱腹黑科技与丰富均衡营养于一瓶。 在

科学验证持续4小时饱腹感的同时，桂

格小Q瓶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均衡的营

养，包含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和矿物质等13种以上的营养素；营养指

标全面符合中国营养学会代餐食品团

体标准。

百年品牌加速创新

满足消费者健康与美的需求

作为全球谷物营养专家，拥有超过

140年的谷物营养专业经验的百事公司

桂格品牌，成功的推动了燕麦这一健康

食品的普及。

对于自身代餐产品的发展， 百事公

司大中华区高级市场总监汤颖蕾表示：

“桂格品牌一直致力于以消费者为核

心，通过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满足消费

者，从而使他们生活、表现都达到最佳

状态是我们不断的追求。 未来将继续为

消费者带去更多的健康解决方案”。

慧择Q3财报：三季度保费收入7.79亿元 同比增41.16%

率先符合中国营养学会代餐食品团体标准

桂格小Q瓶代餐奶昔，引领科学代餐新纪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2020年

11月10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使用社会保障

卡发放企业职工养老待遇的通知》。《通

知》规定，从2020年12月起，企业职工养

老待遇将使用已激活的社会保障卡金

融账户作为待遇发放账户。 随着《通知》

发布， 众多老年客户集中前往越秀、海

珠、荔湾等区域银行网点激活社保卡金

融账户。

据悉，社会保障卡也同时拥有金融

账户的功能，需要持卡人携有效身份证

件和第二代社会保障卡原件赴网点办

理激活才能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激活

社保卡金融账户业务不能代办。 广州现

有退休职工约110万人， 很多老年客户

关注到通知内容后，便赴银行网点办理

金融账户激活业务。

记者日前从客群规模和账户激活

率均在同业名列前茅的光大银行了解

到，该行已协调辖内

（广东省除深圳外）

全行通过调配人、财、物等七大措施，全

力保障网点服务能力。 如该行已成立社

保卡金融账户激活服务领导小组，组织

全行投入激活工作。 在营业网点安排

上，网点负责人统筹组织安排，广州地

区网点增加周末对外营业安排，进一步

做好社保卡激活业务等相关服务。 同时

开辟绿色服务通道， 调配业务人员，安

排专用大巴组织客户到业务量相对平

稳的网点集中办理。 对年龄较高、行动

不便等特殊情况的市民，由网点及时安

排上门服务。 据了解，该行在前期增员

增窗的基础上， 每个支行再增派引导

岗、咨询员、操作员、安保人员，支援现

有业务量激增网点。

据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提醒，社保卡

金融账户是否激活不影响养老待遇发

放， 如未及时办理社保卡金融账户激

活，养老待遇将通过原待遇发放账户进

行发放，也请老年客户不用担心待遇发

放问题。 如市民激活社保卡金融账户，

可开通手机银行APP进行相关社保卡业

务办理。

银行提醒：

社保卡金融账户是否激活不影响养老待遇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