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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一周观察 
4月 20日—4月 26日                           2020年第 16期总第 458期 

保险保障基金风险监测部、研发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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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综合 

监管动态 

▉银保监会拟规范保单质押贷款，严控套利风险 

近日，银保监会人身险部起草《人身保险公司保单质押贷款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行业内部征求意见。从征求意见稿

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明确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单质押贷

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二是万能保险保单质押贷

款利率不得低于贷款办理时的实际结算利率；三是保单质押贷款金额

不得高于申请贷款时保单现金价值的 80%；四是将贷款期限由原来的

不得超过 6个月调整为不得超过 12个月，避免投保人频繁贷款还款，

且支付较高利息。（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银保监会就车险改革 13 个重点问题开征意见 

银保监会向各财险公司下发《关于征求车险改革意见建议的函》，

列举了 13 个重点问题进行征求意见。其中，首个问题便直指交强险，

将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调整有责死亡和伤残限额、医疗费用、物损

等；对交强险赔付率过低和过高的地区，或考虑在交强险费率浮动比

率中引入区域调整因子。（上海证券报） 

▉银保监会:就个人保险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4 月 24 日，银保监会就《个人保险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规定，保险期间为 7 日以上且保险费

总额为 200 元或等值外币以上的投保、人身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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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等业务，保单质押贷款业务，以及金额为 1 万元或等值外币以上

的退保和理赔业务，需对相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身份证件

信息进行实名查验。（银保监会官网） 

▉银保监会：将进一步强化银行业保险业网络安全监管 

近期有报道指出，银行保险机构售卖一些客户信息多达数百万条。

对此，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经过全面排查，被贩卖的信息绝大

部分是黑客伪造或拼凑的。他指出，近年来，银保监会已印发了一系

列监管政策文件，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对客户信息严格实行从采集到存

储、销毁等全流程的制度化管理。下一步，银保监会将进一步强化银

行业、保险业网络安全监管，督促银行保险机构继续加大相关工作力

度。（银保监会官网） 

行业情况 

▉保险业一季度保费 1.67 万亿元 同比仅增 2.3% 

在 4 月 22 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银保监会向社会

介绍银行业保险业一季度运行发展情况。2020年一季度，保险业原保

险保费收入是 1.67 万亿元，同比仅增长了 2.3%，增幅同比下降了

13.6个百分点。其中，财产险增幅同比下降了 7.7 个百分点，人身险

增幅同比下降了 15.22 个百分点。此外，一季度保险赔付支出 3019

亿元，信用保证保险赔付支出 161亿元，同比增长 50%。一季度健康

险业务同比增长 21.5%。（银保监会官网） 

人身险 

行业情况 

▉一季度：寿险业“老六家”总保费承压  3 月环比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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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一季度，“老六家”中只有中国人寿和新华保险实现保费收入正

增长，其余四家均出现负增长。具体来看，新华保险实现保费收入 543

亿元，同比增长 35%；中国人寿实现保费收入 3218 亿元，同比增长

11%；平安人寿同比增速-10%，太平人寿-6%、太平洋人寿-4%、泰康

人寿-1%。随着各地复工复产，险企线下展业也逐步恢复，3 月单月总

保费环比增速显著提高，行业已经从最低谷逐渐走出。从 3 月份单月

情况来看，中国人寿单月保费收入环比增长 123%，新华保险为 75%，

太保寿险、泰康人寿、太平人寿的环比增速也在 50%以上；只有平安

人寿单月总保费收入仍与 2 月持平，实现环比零增长。（慧保天下） 

公司新闻 

▉华夏人寿鼓励高管停薪留职再创业 

4 月 20 日华夏人寿于发布《关于鼓励管理干部停薪留职自行创

业的通知》。《通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受疫情影响，2020 年

经营利润压力增加，成本管控难度加大，决定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二

是鼓励 B 类及以上干部（尤其是年满 45 周岁以上的），经批准可选

择停薪留职自行创业，期限不超过三年；三是停薪留职后，根据职务

年限，公司支持三到六个月标准工资，停薪留职期间，社保由公司代

缴。2019 年，华夏人寿实现净利润 7.16 亿元，同比下降 77.16%；保

险业务收入 1827.95 亿元，同比增长 15.49%；净现金流出 101.85 亿

元。（13 个精算师） 

▉长城人寿拟再次补充资本 提升偿付能力 

近日，长城人寿发布公告称，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求、补

充公司资本、提高偿付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于 4 月 24 日发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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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 亿元的资本补充债。本期债券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提升偿付

能力；若无法按时支付利息或偿还本金，债券持有人无权向法院申请

对公司实施破产清算。数据显示，2017 年末，长城人寿的综合偿付能

力为213.25%，2018年下滑至173.97%，2019年进一步下滑至162.93%。

长城人寿表示，本次资本补充债发行完成后，资产负债率将上升至

86.58%，偿付能力充足率将上升至 181.59%。（新浪财经） 

财产险 

公司新闻 

▉易安财险现人事地震：总经理遭董事会罢免，董事长辞职 

4 月 25 日，券商中国消息，易安财险于 4 月 24 日举行的董事会

会议通过了对总经理曹海菁免职的议案，同时亦通过董事长李军辞职

的议案。一封关于易安财险的举报信指称，“公司收入断崖式下跌，

信保业务的巨大风险即将来临，巨额的赔付将彻底击垮公司”，矛头

同时对准了易安保险 CEO（总经理）曹海菁。报道亦提及，该事件暴

露了易安保险管理层与董事会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4月 19日，

易安保险发布《关于媒体不实报道的公开声明》提到，某媒体于 4 月

18 日发表的《“明天系”易安保险被举报真相 董事会、高管矛盾因

何激化》文章内容纯属编造，无事实根据。（ 券商中国） 

▉国寿集团战略规划总监余贤群出任国寿财险副总裁 

4 月 20 日，国寿财险内部会议宣布，国寿集团战略规划总监余

贤群任国寿财险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保险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段鹏任国寿财险纪委书记、党委委员。公开资料显示，余贤群曾任全

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理论局局长，2008 年加入国寿集团，历任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任品牌宣传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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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战略规划总监兼战略规划部总经理、中国人寿金融研究院院长

等职务。（慧保天下） 

▉国任财险注册资本金获批增至 40.07 亿元 

4 月 20 日，国任财险发布的公告内容显示，近日收到银保监会

批复，同意其注册资本金从 30 亿元增至 40.07 亿元。2019年 10月，

国任财险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增资扩股公告，12 月又更新增

资扩股方案，从更新后的方案来看，国任保险以 1.832 元/股的发行

价，发行股数 10.07 亿股，占增发后的总股份比例 25.13%，累计增资

18.45 亿元。（蓝鲸财经） 

▉信利保险连续两月保费收入为零 

据悉，信利保险在 2020 年前 2 月保费收入为零，也是财险公司

中唯一一家原保险保费收入为零的公司。2017年，信利保险宣布退出

直保业务，转向再保险业务和集团业务落地服务，此后其保费整体呈

现下降趋势。（慧保天下） 

资金运用 

行业情况 

▉一季度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 2 万亿元 

在 4 月 22 日举办的银保监会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黄

洪副主席介绍，一季度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 2万亿元，其中新

增公司信用类债券投资 3600 多亿元。保险资金新增股权投资 1263 亿

元。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引领和推动保险业进一步发挥作用，助力“六

保”，包括发挥保险资金运用形式多样的优势，加大重点行业和领域

的投资力度，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等。（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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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登启动“银保通”建设助力保险资管代销 

近日，为落实《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满足保险资

管产品的代销业务需求，中保登牵头启动“银保通”平台建设，并积

极筹备业务试点。目前，项目工作组首批成员单位包括太平资管、阳

光资管、华泰资管、长江养老等保险资管机构。（中保登官微） 

▉保险资管产品估值指引出炉 

4 月 17 日，由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运营与托管专业委员会

组织制定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估值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

引》）正式发布。《指引》的发布对于推动行业估值和净值化管理体

系建设，提升产品估值和净值计量规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重

要意义。（北京商报） 

公司新闻 

▉安邦系退出成都农商行 

4 月 17 日，成都农商行发布公告称，成都两家国企联合受让该

行 20.50亿股股份，共 20.5%的股权。其中，武侯发展集团持股 10.5%；

高投集团持股 10%。此前 3 月，兴城投资接手安邦持有的成都农商行

35%股权。加上此次股权转让，该行 55.5%股权归属终于尘埃落定，这

也意味着安邦系正式从成都农商行退出。（21 世纪经济报道） 

 

境外市场 

政策风向 

▉印度：对接壤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颁布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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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印度已经强制要求与印度接壤的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必须

事先获得政府批准，主要目的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阻止以投机为

目的的收购并购，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业界对新规表示欢迎，这是

防范外国对本国资产收购的保障措施。（Asia Insurance Review） 

▉香港：寿险市场 2020 年预期增长率下降 

根据分析公司 GlobalData 的数据，2020 年香港寿险市场的年增

长率预计将从 2019年的 6.6%放缓至 3.9%。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寿险公

司通常依赖于来自中国内地的稳定客流，由于严格的边境管制，这些

客流已无法继续实现。（Insurance Asia News） 

公司新闻 

▉澳大利亚 PSC 收购两家香港保险咨询公司 

澳大利亚 PSC 保险集团已通过收购两家总部位于香港的保险咨询

公司 Charter Gilman 和 Globe Insurance，推进其亚洲扩张，总交

易额为 300 万澳元（约合 189 万美元）。PSC 将获得 Charter Gilman

的 50%股权，包括去年购买的部分股份，意味着 PSC将控制这家公司。

（Insurance Asia News） 

▉Beazley 获得了 Labuan 服务公司的牌照 

马来西亚专业保险公司 Beazley 获得 Labuan 金融监管机构的批

准，成立一家新的金融服务公司，扩大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分销能力。

新公司将支持 Beazley 在马来西亚市场立足，并将尽力扩大业务范围。

（Asia Insurance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