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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综合

监管动态

▉银保监会、商务部两部门：鼓励险企加强货运险、责任险

保障需求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和商务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试点更好支持跨境贸易发展的通知》。文件提

出，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产品创新，探索扩大服务范围，有效满足外贸

企业、铁路承运人、货运代理人在货运保险、责任保险等方面的需求，

为在途铁路运输货物提供风险保障；支持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等方

式，进一步分散风险；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根据铁路运输单证金融业务

特征和主要风险点，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

有条件的机构可适当加大金融资源配置，优化绩效考核指标，推动业

务稳健发展。（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银保监会：提醒消费者防范保险销售误导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2022年第5期风险提

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防范保险销售误导行为。销售误导行为的主要表

现有：一是隐瞒、混淆产品信息误导消费者；二是暗藏搭售误导消费

者；三是夸大保险责任或承诺保证收益误导消费者。中国银保监会消

保局提示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不盲目跟风、不随意委托、

不轻信“代理退保”“代理维权”，谨防销售误导风险。（中国银保

监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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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银保监局：全力做好泸定地震抗震救灾

近日，四川银保监局发布消息称，要求组建工作专班，确保全方

位做好地震灾区金融服务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迅速恢复灾后群众生产生活。截至9月6日19时，四川全省保险业

共接到财产保险报案114件，共计估损金额1,077.872万元，已决12

件，已决金额3.17万元；共接到人身保险报案4件，涉及金额54.045

万元，正在加紧处理。（四川银保监局官网）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发布ESG尽责管理倡议书

近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发布《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ESG

尽责管理倡议书》。该倡议书表示，保险资产管理业作为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的重要主体，要从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出发，积极全面参与

并推动绿色转型，并提出六点倡议：一是在利益相关性上，与客户及

受益人的利益保持一致；二是在决策机制上，将重大环境、社会和治

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三是在监督执行上，监督并积极参与

被投资公司（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管理；四是在沟通

协同上，鼓励并推动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就环境、社会和治理议题加强

协作；五是在信息披露上，保持信息公开透明，披露可能对利益相关

方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六是在能力建设

上，加强环境与气候金融风险的人才培养、数据建设及信息披露能力。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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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险

人物声音

▉中国人寿赵鹏：寿险业需提高风险识别、精准定价能力

9月3日，2022中国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中国人寿党委书

记赵鹏表示，后疫情时代，寿险业有三个重要关注点，一是关注新生

代、新市民、新业态从业人员、新脱贫人口、新可承保人群等新群体；

二是新需求初步形成一张保单全覆盖模式、“主险+附加险”模式和“产

品+服务”风险管理模式；三是持续提高生态整合能力，提高风险识

别、精准定价能力，提高产品和服务送达能力。（慧保天下）

行业情况

▉预计2040年我国城镇长期护理服务需求近7万亿元

9月9日，中国保险业行业协会与瑞士再保险研究院联合发布《中

国商业护理保险发展机遇——中国城镇地区长期护理服务保障研

究》。报告指出，2021年中国城镇地区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保障缺口

约为9,217亿元，相当于长期护理服务保障需求的65%。预计长期护理

服务需求将在2030年达到3.1万亿元，在2040年达到近6.6万亿元。长

期护理服务保障缺口将在2030年和2040年分别达1.9万亿元和3.8万

亿元。（慧保天下）

公司新闻

▉国华人寿前8月保费收入258.52亿元，同比增长9.29%

9月9日，天茂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于2022

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258.5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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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9.29%。国华人寿成立于2007年，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

为257.2亿元，公司股东天茂集团持有公司247,158.75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5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公司

核心偿付能力以及综合偿付能力分别为123.30%和175.07%，偿付能力

充足。（中国经济网）

▉五家寿险险企上半年综合退保率超5%

截止9月6日，超过70家公司公布了2022年第二季度的综合退保率

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有5家寿险公司综合退保

率超过5%，包括财信吉祥人寿、国华人寿、东吴人寿、渤海人寿及合

众人寿，综合退保率分别为14.52%、10.53%、8.31%、5.89%、5.03%。

（慧保天下）

财产险

公司新闻

▉太保产险与北京绿交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近日，太保产险举办“智汇合作 绿创未来——绿色保险助推能

源低碳转型”专题论坛。在本次论坛上，太保产险还与北京绿交所、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太保产险为推动“双碳”目

标实现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方面，公司积极助力能源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开发了一系列碳资产相关保险产品，如碳资产损失类保险，有效

保障碳交易市场各主体的碳资产损失；另一方面，太保产险积极为新

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和风险管理技术。下一步，太保产险

将进一步融入、助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通过创新供给、市场运作、

协同合作等方式，为能源革命进程中的新型风险提供更加强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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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金融界）

▉英大泰和财险获批增资35亿元

近日，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批复同意英大泰和财险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35亿元人民币。增资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从31亿元人民币变更为

66亿元人民币。（财经网）

▉永安财险“复星系”股东拟合计出让26%股权，陕西国资

接盘

近日，永安财险连发3则关于股东变更的信息披露公告。据公告

称，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亚东杉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亚东

翼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工业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拟分别将所持的永安财险全部或部分股权予以转

让。除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外，其余四家均为“复星系”公司，

并且“复星系”公司合计持有永安财险40.68%的股份。若此轮股权变

更获银保监会批准，永安财险4家“复星系”股东将仅剩1家，持股比

例也由此前的40.68%降至14.68%，永安财险的国资股东占比将得到大

幅提升。（新浪财经）

资金运用

人物声音

▉人保资产蔡红标：坚定不移发展非货币基金

近日，人保资产公募基金事业部总经理蔡红标表示，人保资产公

募基金业务有两个基本发展战略，一是坚定不移发展非货币基金，坚

决不走“时点冲量”的老路；二是确定三步走营销战略，今年机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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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明年开始逐步触达零售端。总体来看，这些战略的成效较为明

显，今年半年报的非货币基金规模环比明显增长。此外，蔡红标在和

销售团队沟通中也多次强调，需要中长期资金，而不是“快钱”。（上

海证券报）

行业情况

▉险资最新持仓：增持制造业、钟爱银行股

数据显示，截至9月5日，共有534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出现了险资身影，险资合计持仓市值达1.23万亿元。以银行业为

主的金融股仍然是险资重仓对象，包括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

行、工商银行等。制造业则是险资增持最多的板块，上半年险资新增

持的135只股票中，有97只归属于制造业，如中自科技、朗特智能、

中旗新材、康力电梯等，分属于化学制品、电子设备制造、其他建材、

楼宇设备等行业。（北京商报）

公司新闻

▉五大上市险企上半年投资收益领跑行业

上半年，A股五大上市险企合计盈利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投资

收益下滑。但在上半年股债投资皆遭挑战的背景下，五大上市险企总

体投资收益率仍表现出一定稳健性，未失“准头”。中国平安集团执

行了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IFRS9），投资业绩口径有所不同，年化总

投资收益率为3.1%；其他4家险企年化总投资收益率在3.9%-5.5%不

等，高于行业整体水平，体现出大型机构注重资产配置、稳健投资的

效果。目前，这五大险企的投资资产规模都已站稳万亿级平台。（证

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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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市场

同类机构动态

▉FSCS：发布金融机构破产公告

近日，英国金融服务补偿计划FSCS发布金融机构FSP Ltd、Mercia

Financial Planning Ltd破产公告。消费者可在FSCS官网查询相关情

况。（FSCS官网）

政策风向

▉英国：PRA发布2022年8月金融监管指南

近日，英国金融审慎监管局PRA发布了2022年8月金融监管指南。

该指南每月发布一次，旨在总结英国监管部门每月发布的监管政策、

与监管相关的重要会议、新闻等信息，从而为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提供

参考。此次监管指南中，PRA介绍了气候变化与金融风险会议、监管

政策资讯文件、2022年8月保险领域监管报告等信息。指南具体内容

可以在PRA官网查询。（PRA官网）

▉欧洲：EIOPA发布关于偿付能力II报告中数据质量的研究

报告

近日，欧洲保险与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了关于偿付能力II报

告中数据质量的研究报告。由于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是基于实证的决

策以及宏观审慎分析的基础，因此EIOPA一直致力于评估和提高监管

报告数据的质量。EIOPA此次发布的报告总结了多年来Solvency II

报告中数据质量的改善情况。报告具体内容详见EIOPA官网。（EIOPA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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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国际知名保险经纪公司Marsh McLennan收购南卡罗来纳州

保险机构

近日，国际知名保险经纪公司Marsh McLennan的子公司Marsh

McLennan Agency收购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保险机构Steinberg

& Associates。Steinberg成立于1969年，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和美

国乔治亚州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员工健康等方面的保险服务。Marsh

McLennan是国际知名保险经纪公司，在北美拥有170个办事处，并提

供商业保险、员工福利、退休金等保险服务。（保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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