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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一周观察 
5月 4日—5月 10日                            2020年第 18期总第 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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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养老金等可以依法投资债转股投资

计划 

5 月 6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资产管理

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

理机构等各类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和符合相关规定的各类相关机

构，可以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合法筹集或管理的专项

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资金投资债转股投资计划。通知强调，保险资金、

养老金等可以依法投资债转股投资计划。（银保监会官网） 

▉前 4 月保险机构被罚超 2300 万元 

据统计，2020 年前 4 月，银保监会系统针对各类保险机构（不含

个人）累计开出罚单 147 张，累计罚金 2301 万元。其中，财险公司

及中介机构罚单占比逾六成，编制虚假资料、违规给予合同外利益等

成处罚重灾区。（经济参考报） 

▉医保局就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开征意见 

5 月 6 日，国家医保局网站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有关扩大长期护理险制度试点的

工作目标、基本政策等进行了明确。主要内容包括，长期护理险资金

由单位和个人缴费按比例承担，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可由

个人账户代扣代缴；长期护理险基金按照现行社保基金有关管理制度



2 
 

执行，单独建账核算；在原来 16 个城市的基础上，按照每省 1 个试

点城市的原则，将试点范围扩充为 30 个城市，试点期限两年。其中

还提到，力争在 2025 年前基本形成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推

动建立健全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国家医

保局官网） 

行业情况 

▉险企一季度偿付能力情况：中法人寿不达标 君康人寿、百

年人寿将重点核查 

据统计，截至 5 月 7 日，共有 178 家险企发布 2020 年第一季度

偿付能力报告，其中 116 家险企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 200%以上，

占比超 65%；125 家险企实现一季度盈利。数据显示，在披露报告的

84 家财产险公司中，有 45家出现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滑；75家人

身险公司中，有 56 家出现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滑。其中，一季度

未达标险企为中法人寿，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227.01%，与上一

季度相比减少 2665.7 个百分点。列入重点核查对象的企业分别为君

康人寿和百年人寿，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109.43%和 106.77%。

（中国银行保险报） 

人身险 

行业情况 

▉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征求意见 

5 月 7 日，精算师协会正式发布《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

发生率表（2020）（征求意见稿）》，并面向全行业征求意见。此次

重疾表修订梳理疾病保险产品约 2900 款，摘录疾病 160 种，收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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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数据 3.7 亿条、理赔数据 587 万条。2020 年版重疾表共包含 9 张

表，涉及大湾区、老年人代表性重疾、更新 2007 版重疾表等，其主

要成果有：一是编制了新重疾定义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多病种重疾表，

主要目的是助力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需要；二是编制了新重疾

定义下的两种老年人代表性重疾经验发生率参考表；三是编制了全国

范围的新重疾定义下的 2020 年版重疾表、数据更新的 2007 年版重疾

表；四是形成了数据收集、校验、理赔病理等重疾数据信息标准；五

是形成了《2020 年版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编制报

告》。（中国精算师协会官网） 

▉2020 年一季度人身险公司利润情况 

一季度，人身险业保费增速放缓，一季度末实现保费收入 1.3 万

亿元，增速仅为 1.8%，同比增幅下降 15 个百分点。83家已披露年报

的人身险公司净利润为 67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增幅同比缩

窄。从盈利机构看，共 53 家公司盈利，较上年同期增加 4 家，其中

仅有 8 家净利润同比下降，占比 15%；共 30家公司亏损，其中 22 家

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占比 73%，且 9家公司是从盈利转为亏损。（13

个精算师） 

▉2019 年专业健康险公司保险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2019 年，6 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合计保险业务收入 416.51 亿元，

同比增长 70.89%。其中人保健康 2019年保险业务收入 224.23亿元，

同比增长 51.53%，为 6 家公司中规模最大，远超第二名平安健康的

92.85亿元；太保安联健康保险业务收入 46.76亿元，同比增长 72.1%，

排名第三；昆仑健康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77.89%，以 33.8亿元排

名第四。相较于前 4家公司而言，复星联合健康和瑞华健康规模较小，

分别以 18.19 亿元和 0.68 亿元排名后两位，其中复星联合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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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增长近 2.5倍，最年轻的瑞华健康保险业收入增长超 90倍，

也是保费收入增速最快的专业健康险公司。（慧保天下） 

公司新闻 

▉汇丰将收购其在华合资寿险公司剩余 50%股份 

5 月 4 日，汇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宣布，已与其在华寿险合

作伙伴国民信托达成协议，将收购国民信托所持有的汇丰人寿 50%股

权。交易完成后，汇丰人寿将成为其在内地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作为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汇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将

依据中国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取消合资寿险公司外资比例限制

的开放举措，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完成交易，该交易尚待相关监管机构

核准。（和讯保险） 

▉众安人寿获批香港虚拟保险牌照 

近日，众安人寿获得香港保险业监管局透过快速通道授予全数码

化保险公司牌照。众安人寿是众安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富邦

人寿保险（香港）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此次将以 ZAInsure 为商业

名称面向大众。据悉，ZAInsure 不设中介人及实体店铺，专注透过涵

盖报价、核保和索偿等服务的网上平台，打造简单快捷、清晰易明的

服务体验，并将于短期内正式推出服务，用人寿及危疾等产品满足不

同人士的需求。公开信息显示，此前已有 Bowtie、AvoInsurance、

Blue 等三家虚拟保险公司获牌经营，众安人寿是第四家获牌的虚拟

保险公司。（国际金融报） 

财产险 

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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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财险行业承保盈利 

根据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2020年一季度，除中国信保和安

邦财险外，财险业 86 家公司合计净利润为 16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 53 亿元，创近年盈利最高纪录。疫情影响之下财险原保费收入增

速下降，但是由于外出减少，企业停工停产等，赔付支出和业务及管

理费均同比下降。财险业一季度赔款减少 152亿，同比下降 9.6%。根

据业内交流数据显示，财险业综合成本率从 100.1%降至 97.9%，同比

下降 2.2个百分点。（13 个精算师） 

▉4 月份 30 家上市公司发布董责险投保计划，超一季度两倍 

近日，公开数据显示，仅 4 月发布董责险投保计划的上市公司数

量就达 30 家，超过了一季度总和 14 家的两倍。具体来看，发布投保

计划的上市公司中，有 29 家发布了年度赔偿限额和保费支出计划，

其中，年度赔偿限额最高为 2 亿元，最低为 2000 万元；保费支出计

划最高的为 50 万元，最低为 10万元。（慧保天下） 

公司新闻 

▉安心保险：连亏 4 年、偿付能力低位、投资比例不合规 

年报数据显示，2019 年，安心保险净亏损 1.06 亿元，连续 4 年

亏损，综合成本率为 153.57%，较上年同期下降 22.39个百分点，仍

有较大改善空间。2019 年，安心保险原保费收入 27.21亿，其中，健

康险保费 22.63 亿，涨幅 279.7%，连续 2 年大比例上涨，占总保费

比重超 8成，车险保费下滑至 3.61 亿元。 

安心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快速下降，从 2016 年的 1574.39%下滑

至 2019 年末的 123.45%，尽管满足监管要求，但处于行业较低水平。 

截至 2019 年 3 季度末，安心保险投资流动性资产与剩余期限在

1 年以上的政府债券、准政府债券的账面余额合计占公司上季末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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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比例为 6.59%，低于《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

知》中规定的 7%。截至 2019年 4季度末，该指标进一步下滑为 4.93%，

仍低于监管要求。（蓝鲸财经） 

资金运用 

行业情况 

▉险资首季新增股票投资近 500 亿 密集买入白酒等行业龙

头股 

今年一季度末，险资股票投资余额（不含证券投资基金）达 1.5

万亿元，占险资运用余额的比例为 7.95%，较年初新增 497.6 亿元。

从具体布局来看，除金融地产股外，险资还重点加仓了疫情期间高增

长确定性的白酒、家电、生物医药等行业的龙头股。比如，险资新进

贵州茅台 374.1 万股，一季末持仓市值高达 41 亿元，位列险资新进

个股持股市值第一位。（证券日报） 

▉保险资管产品正式向自然人开放 中保登启动自然人投资

者账户服务 

为落实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

定，便于符合合格投资者要求的自然人投资保险资管产品，自 2020

年 5 月 1日起，中保登正式启动自然人投资者账户服务。符合条件的

开户代理机构直接面向自然人投资者办理账户业务后，采用行业统一

数据交换协议方式，实现与中保登的实时数据交换。（证券日报） 

公司新闻 

▉中国太保发行 GDR 并在伦交所上市获银保监会原则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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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中国太保发布公告称，银保监会原则同意中国太保发

行全球存托凭证（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同时公告表示，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相关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最

终批准。若最终获准，太保将成国内首家 A+H+G 上市险企。（慧保天

下） 

境外市场 

同类机构动态 

▉FDIC：延长两项与处置计划相关的最后期限 

FDIC、美联储（Fed）等联邦机构联合发布一则通知，鉴于应对冠

状病毒带来的挑战，将两项与处置计划相关的最后期限延长。首先，

延长 Barclays、Credit Suisse、Deutsche Bank、UBS等提交修订处

置计划的最后期限；其次，大型银行监管框架中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大

型国内外银行的目标处置计划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

（FDIC 官网） 

▉FDIC：关于信贷损失补贴的跨部门政策声明和信贷风险评

估系统的跨部门指导 

FDIC、美联储（Fed）、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和货币监理署

（OCC）四家联邦金融监管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关于信贷损失补贴的

政策声明。该声明将促进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信用损失会计标

准的解释和应用的一致性，该标准引入了当前的预期信用损失（CECL）

方法。此外，各机构还确定了信贷风险评估系统的跨部门指导方针。

（FDIC 官网） 

▉FSCS：将在 5 月底对 LCF 咨询索赔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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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S将于本月月底就 London Capital & Finance（LCF）的索赔

做出决定，该索赔与其向客户提供的误导性建议有关。FSCS 对收集的

总计接近 100 万份资料进行了仔细分析后，现已经开始对个案索赔进

行审查并做出决定。但 FSCS 仍然认为将有很大一部分 LCF 客户将没

有资格获得赔偿。（FSCS 官网） 

政策风向 

▉巴基斯坦：监管机构寻求完善保险代理人监管的意见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P）发布了《企业保险代理人监管

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征求各方对其意见。拟议的监管规定旨在完善

企业保险代理人的监管制度，包括对银行保险和不当销售的相关监管

等。（Asia Insurance Review） 

▉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敦促保险公司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保护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已告知普通保险公司，在当

前冠状病毒大流行带来的困难时期，保险公司必须遵守承诺，满足

《2020 年保险业务守则》中包含的对消费者提供额外保护的要求，特

别是与脆弱性和财务困难有关的保护。（Asia Insurance Review） 

公司新闻 

▉Dual 收购获得 IUA 控股权 

Dual Asia Pacific在 Dual 集团旗下，通过收购获得了新西兰国

际保险代理公司 IUA 的控股权。这是该公司的首次收购，使公司获得

了价值 2.5 亿澳元（合 1.61 亿美元）的优质保险业务。Dual 和 IUA

的年保险费总额将接近 6000 万澳元（3860万美元）。该公司表示将

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推动收购计划。（Insurance Asia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