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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金融 Finance

首个保险业“国标”

本月实施

导报讯 在购买保险产

品时，“信息不对称”等相

关问题未来或有所改善。

近日，银保监会正式披

露中国保险业首个国家标准

《保险术语 ( G B / T 3 6 6 8 7 -

2018 )》。据悉，该标准共收纳

817项保险专业术语，既包含

面向业内人士的专业术语，也

包 含 面 向 消 费 者 的 一 般 术

语，是保险行业内部沟通和

外部交流的规范性、通用性

语言，也是保险业各类标准

的基础标准。该标准已于4月

1日正式实施。 (吉雪娇)

下月起山东将实行

小贷公司持证经营

导报讯 (记者 王雅洁 )

日前，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制定出台《山东省小

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对全省小额贷款公

司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自5

月1日起，山东全省小额贷款

公司将陆续持证经营。

《管理办法》明确了小

额贷款公司经营许可证的发

放对象、证书内容、有效期

限、换发程序、监管措施，

以 及 证 书 年 审 、 注 销 、 公

告、管理等具体要求。

据悉，经山东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完成小额贷款公司

的机构设立、变更审批(备案)

后，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经

营 许 可 证 的 颁 发 、 换 发 工

作。《管理办法》施行前已

批设的小额贷款公司，将在

年审合格后以市为单位集中

颁发。

两协会签署互联网金融

反洗钱合作谅解备忘录

导报讯 4月11日，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与公认反洗

钱师协会签署了互联网金融

反洗钱合作谅解备忘录。

据了解，合作谅解备忘

录主要是为互联网金融从业

机构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反

洗钱服务，帮助反洗钱专业人

士提高互联网金融反洗钱相

关知识、技能和经验，指导从

业机构按照高标准开展反洗

钱风险管理工作。 (边万莉)

“钱”沿看台
Qian yan kan tai

E

近年来，东阿县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高度重视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集中建设高标准农田，着

力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积极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推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村三产

融合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农村三产融合基本情况

(一)农业发展总体稳健。东阿

是传统农业生产大县，已建成县

级蔬菜示范基地9处，蔬菜播种面

积达19 . 3万亩。建成黑毛驴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63个，存栏5 . 2万

头。油用牡丹、核桃等木本油料

作物发展到3万亩，苹果、梨、葡

萄等果树发展到3万余亩。水产养

殖面积达到4 . 72万亩，一批优势

特色产业逐步形成。

(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蓬勃发

展。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965

家，辐射带动农户总数达到9万余

户；全县共成立各类家庭农场79

家，种粮大户达到277个，为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

支撑。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多种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入股入社、订

单合同、托管联耕等多种形式开

展联合与合作，融合发展能力不

断增强。

(三)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

着力培育净菜、肉驴等大行业领

军型龙头企业，门类齐全、市场

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农业产业化经

营体系正在形成。推进农产品就

地加工转化增值，创新农产品加

工产销模式，2020年，农产品加

工转化率将达到70%。

(四)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迅速。

电子商务势头良好，推进“互联

网+”现代农业行动，引导新型农

民开设淘宝、京东、微信、QQ群

等网络销售平台，鼓励开展网上

创业，注册电商公司139家、网店

2000余家。

农村三产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融合发展层次较低。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处于初级阶

段，各产业之间融合度不高，融

合链条短，附加值偏低；农产品

加工水平较弱，产业规模较小。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相对较少，

不能及时实现农产品就地加工

转化。合作社、家庭农场普遍处

于出售原料或生产初级农产品的

阶段。

(二)农村经营主体对产业融合

带动能力较弱。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中普遍存在着经营主体带动能

力不强的现象，新型经营主体缺

乏实力、结构单一、管理粗放、

经营能力不强，家庭农场和专业

大户规模小，参与融合能力差；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有待进一

步挖掘。

(三)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合

作方式单一。农村三产融合大部

分采取订单式农业、流转承包农

业等形式，一二三产业各主体各

环节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

合作方式比较简单。农民与企业之

间订单交易普遍缺乏法律约束，双

方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四)产业融合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道路、网络通信、仓储

物流设施等不发达，与城镇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衔接性不强。农村

信息网络建设滞后，仓储物流设

施严重缺乏；延缓了新业态的发

展，增加了特色资源开发利用难

度，加大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

成本和风险。

关于农村三产融合的几点建议

(一)做优做强农村第一产业，

夯实产业融合发展基础。鼓励发

展农业特色产业。近年来，东阿

县传统种植的黄金梨、草莓、葡

萄等特色农产品销路好，在周边

市场知名度较高。种养殖特色农

作物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发展农

业特色产业不仅是市场的需求，

同时也是最大化地为社会创造价

值的主要种植方式。

引导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直接投

资、参股经营等方式，带动建设一

批瓜菜、果品、中草药、粮食、油料

等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继续

实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

一标”奖补政策，推进农业标准化

生产、全程化监管，全面提升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二)增强新型经营主体对农村

产业融合的带动能力。首先大力

扶持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积极

争取政策资金扶持，增加扶持农

业产业化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建

设原料基地、节能减排、标准化

生产、培育品牌。

其次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

主体制度更加健全，内部管理更

加规范，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

带动农户能力明显增强。充分发

挥供销、邮政、农机等部门农业

服务规模化优势，创新服务模

式，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三)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

制，最大限度保障农户权益。首

先 要 规 范 订 单 协 作 型 利 益 联

结。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签

订农产品购销合同，通过保底价

收购、利润返还、建立风险基金

等方式，构筑稳定购销关系。鼓

励农产品产销合作，实现利益

共享。

其次鼓励发展股份合作。鼓

励以土地、劳务、资金、技术和

品牌等多种形式合作，采取“保

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形式，让广

大农户分享到加工、销售环节的

收益。逐步探索建立以农业企业为

龙头、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纽带，基于股份制和专业

化分工的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

(四)优化农业发展设施条件，

打造融合发展优良环境。鼓励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超市、学校、

社区、农资生产企业等开展多种

形式的产销对接，构建以县、

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为支撑的农

村物流网络体系。完善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道路、供电、供水、

停车场、观景台、游客接待中心

等配套设施建设。将产业融合发

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

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县城、重点

乡镇及产业园区等集中，培育农

产品加工、商贸物流等专业特色

小城镇，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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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
东阿县委党校教研室 孙青

◆导报记者 王雅洁 济南报道

近日，随着五大上市险企

相继交出“成绩单”，2018年

保险业图谱浮出水面。

经济导报记者统计发现，

截至去年末，中国平安、中国

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资产规模总计13 . 5万

亿元。去年，五大上市险企实

现保险业务收入 2 . 1 9 8万亿

元，合计盈利达1582亿元。

伴随着年报披露的，还有

各险企高管的调整。在保险行

业转型纵深化的当下，新任管

理层如何继续推动自家企业改

革发展，引来各方关注。

三险企净利

实现两位数增长

在五大上市险企中，中国

平安无论是保费规模还是盈利

能力均力拔头筹。

Wind系统显示，2018年中

国平安实现营业收入9768亿

元，保费业务收入达7195 . 56亿

元，实现全年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74亿元，同比增

长20 . 6%。券商研报指出，中国

平安寿险业务稳健，产险保费

快速增长且今年有望由负转正。

中国人寿则坐稳国内寿险

行业第一份额，整体保险业务

收入仅次于中国平安，位居第

二。2018年，中国人寿实现营

业收入6431 . 01亿元；实现保

费收入5358 . 26亿元，同比增

长4 . 7%；公司市场份额约为

20 . 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13 . 95亿元。

从保费规模来看，中国人

保在五大险企中位列第三。

2018年中国人保实现保费收入

4986 . 08亿元，同比增长4 . 7%。

其 中 ， 人 保 财 险 保 费收入

3887 . 69亿元，同比增长11%；

人保寿险保费收入937 . 2 7亿

元；人保健康保费收入147 . 98

亿元。中国人保去年全年归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34 . 50亿元。

中国太保180 . 19亿元的净

利润在五大险企中排名第二，

同比增长22 . 9%。与此同时，

去年中国太保保险业务收入首

次突破3000亿元，达3218 . 95亿

元，同比增长14 . 3%。

去年保费收入晋升新台阶

的还有新华保险。2018年新华

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222 . 86亿

元，首次突破1200亿元，同比

增长11 . 9%，为2011年以来首

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 . 22

亿元，同比增长47 . 2%。

综上所述，上市险企2018

年净利润增速各不相同。新

华保险、中国平安、中国太

保3家险企净利润均实现两位

数增长。

高管迎来“换血”季

与往年不同的是，在今年

的年报季，五大险企相继完成

高管更迭。

4月11日晚间，中国人寿

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银保监

会的高管任职批复(银保监复

〔2019〕401号)，监管层已核

准苏恒轩担任公司总裁的任职

资格，任期自2019年4月2日起

生效。

事实上，中国人寿在去年

9月就已宣布由集团副总裁苏

恒轩接替退休的原总裁林岱

仁。同时，太平保险集团原董

事长王滨接替杨明生出任中国

人寿新一任董事长。

中国太保管理层也在上个

月做出重大调整。

3月18日晚间，中国太保

披露其控股子公司太保寿险重

大人事变动，太保寿险原总经

理钱仲华因工作变动原因辞

任，太保集团常务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潘艳红作为临时负责

人代行太保寿险总经理职权。

在此之前 ,潘艳红已接替徐敬

惠出任太保寿险党委书记。

这一人事变动对太保寿险

可谓“地震”级别。中国太保

内部人士向经济导报记者透

露，主导太保寿险转型、现年

62岁的徐敬惠目前虽仍担任太

保寿险董事长一职，但实则已

处于“退休”状态。从 3月

起，潘艳红已开始主持包括太

保人寿分公司视频会议等公司

内部一系列重大会议。

此外，2018年11月，平安

人寿董事长丁当不再兼任CEO

一职，转而由总经理余宏兼

任；2019年1月，新华保险原

董事长兼CEO万峰辞职加盟新

光海航人寿，原执行董事、副

总裁黎宗剑代任董事长、法人

等职务，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杨征代行CEO职务。

金融科技重塑保险生态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一

轮高层换血，各大险企转型之

路将如何继续颇有看头。

如已完成数字1 . 0转型、

即将启动转型 2 . 0的中国太

保，其寿险板块将迎接重大考

验。因为2月底辞职的分管太

保个险的副总经理王润东(44

岁)，以及3月调离寿险的太保

转型1 . 0阶段的“大个险”主

要执行者钱仲华被认作是太保

寿险的“两大悍将”。

据了解，中国太保在2018

年迈入战略转型 2 . 0，提出

“三最一引领”的目标和愿

景。中国太保将以“人”为本

的新组织架构，为持续转型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科技赋能

+业务协同”的新动能，为深

化转型提供稳定持续的增长

力；加码保障，发力健康养

老，试点先行落地。对于高层

变动下的中国太保战略2 . 0，

业界颇为关注。

随着保险行业转型升级

向纵深推进，金融科技成为

高频词汇。老牌险企也希望

“老树新芽繁茂”，借此重塑

保险生态。

2018年年报显示，中国平

安科技板块利润贡献大幅提

升，金融科技与医疗科技业务

归母营运利润67 . 70亿元，在

集 团 归 母 营 运 利 润 中 占 比

6 . 0%。“科技赋能生态。”光

大证券分析师赵湘怀点评道，

中国平安旗下多家创新科技公

司在2018年发展势头良好，其

中2家上市公司，3家获得外部

融资，总估值近700亿美元，

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此外，中国人寿新一届管

理层近期就结合自身实际提出

了“重振国寿”的战略目标。

“未来将围绕这一目标，持续

重价值、强队伍、稳增长、兴

科技、优服务、防风险，大力

推进中国人寿从销售主导向销

售与服务并重转型，从人力驱

动向人力与科技双轮驱动转

型，从规模取向向价值与规模

的有机统一转型。”中国人寿

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公司资产

负债管理，深化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把合规理念融入公

司经营全过程。

2019年作为“重振国寿”

开局之年，中国人寿收获不错

的“开门红”业绩。

来自官方数据显示，2019

年前两个月，中国人寿在进一

步压缩趸交业务的基础上，实

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892亿

元，同比增长22 . 4%。

对此，海通证券保险行业

分析师孙婷预计，中国人寿

2019净利润和NBV增速有望领

先同业，中国人寿2019年计提资

产减值的压力预计小于同业。

导报讯(记者 王雅洁)随着金融业

严监管步入常态化，监管的触角不仅下

沉且趋细。日前，银保监会网站披

露，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新光海航人寿”)和百年保险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百年资

管”)相继收到监管函，原因均为“漏

报科目数据”。

银保监会最新监管函显示，经核查

发现，新光海航人寿在向中国保险统计

信息系统报送监管统计数据时，漏报业

务类科目数据。该行为违反了《保险统

计管理规定》“不得迟报、漏报、瞒

报、虚报、拒报或者伪造、篡改统计信

息”的规定。

依据相关规定，银保监会要求新光

海航人寿在完成数据补报后，应立即整

改监管数据报送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梳

理数据报送流程，明确监管数据报送责

任制，严格数据报送工作问责。

同时，监管层还指出，新光海航人

寿应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和数据质量控

制机制，强化监管统计管理，严格落实

监管统计制度，建立严密的统计相关文

件管理流程和归档、交接制度。据了

解，新光海航人寿应在4月16日前向银

保监会报送整改情况。

百年资管同样因漏报“受托管理非

保险资金”科目数据而被出具监管函。

针对百年资管的数据漏报问题，银保监

会也对其提出两项监管要求，确保监管

统计数据报送质量。

公开信息显示，新光海航人寿成立

于2009年，得益于去年10月新一轮增

资，目前注册资本为12 . 5亿元。其成立

10年来，始终无法摆脱亏损的阴霾。

最新偿付能力数据显示，2018年新

光海航人寿全年亏损超7800万元。而除

2018年外，新光海航人寿成立前9年已

累计亏损近8亿元。

百年资管则属“金融新贵”，成立

于2016年，注册资本1亿元，主要经营

范围包括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

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以及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

等业务。

事实上，此次银保监会针对漏报

数据问题连发两文，监管细化升级意

图明显。4月8日，银保监会公布《关

于明确保险资产负债管理报告报送要

求的通知》，重新修订了财险公司以

及人身险公司的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

规则。

《通知》要求，从今年一季度起，

各保险公司应按照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的

要求，开展资产负债管理量化评估 ,按

要求报送季度报告。根据要求，保险公

司应当于一、二、三季度的季度结束后

40日内报送相应的季度报告，于四季度

结束后50日内报送四季度季度报告。

漏报科目数据

新光海航人寿、
百年资管收监管函

五大上市险企去年净赚1582亿
科技板块利润贡献大幅提升

伴随着年报

披露的，还有各险

企高管的调整。在

保险行业转型纵

深化的当下，新任

管理层如何继续

推动自家企业改

革发展，引来各方

关注

此次银保监会针对漏

报数据问题连发两文，监

管细化升级意图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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