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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保险公司 2018 年年报于近日陆续披露完毕，
其中 A 股五大上市险企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从年
报数据可以看出，各大险企纷纷加大保障型业务发展
力度，投资风格稳健。专家分析指出，企业优化业务
结构势在必行，科技手段的应用为保险业高效发展创
造了条件。

利润有升有降运行基本稳定

年报数据显示，主要险企利润有升有降，运行基
本稳定。其中，2018 年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国太
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074.04 亿元、

79.22 亿 元 、 180.19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6% 、
47.2%、22.9%。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归属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分别为 134.5 亿元、113.95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9.2%、64.7%。

“总体来看，利润的有升有降体现出股份制公司对
成本控制、业务结构、企业经济效益更加重视。”中央
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陶存文说，“一些公司受到股权
缩水、业务结构调整等影响，净利润虽然下降不少，
但只是短暂现象。”中国人寿 2018 年利润下滑 64.7%，
对此陶存文分析，决定企业利润的除了投资收益、承
保利润还有成本控制这一重要因素，对于中国人寿来
说，短暂的利润下滑不足为惧。“利润下降未尝是一件
坏事，这也能敦促中国人寿今年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
更好。”陶存文对记者说。

受权益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5家上市险企的总投
资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中国人保、中国人寿、
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中国平安的总投资收益率分别
为4.9%、3.28%、4.6%、4.6%、3.7%，分别较2017年下
降 1.1、1.88、0.8、0.6、2.3 个百分点。对此，陶存文
建议，接下来各大险企要继续加强资产配置统筹管

理，做好固定收益投资类的基础配置，优化多元委托
管理，强化业绩考核。

回归保障型业务趋势明显

从年报中可以看出，各大险企纷纷加大力度发展
保障型业务。其中，2018 年中国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业
务实现营运利润713.45亿元，同比增长35.1%；中国太
保2018年寿险续期业务增速26.2%，推动全年保险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15.3%，长期保障型业务占比持续提升，
推动新业务价值率达到43.7%。陶存文表示，数据表明
各大险企回归保障型业务的决心坚定，整体风格稳健。

此外，优化业务结构是上市险企寿险业务发展的
必然措施。2018 年中国人寿大力开展业务结构调整，
趸交保费同比下降 82%，其中银保渠道更是由 2017 年
的 598 亿元压缩至 2018 年的 86 亿元；续期保费同比增
长 27%，占总保费的比重为 68%，较 2017 年提升 12 个
百分点。此次业务结构的调整对中国人寿业务拉动的
效应仍需在未来慢慢显现。

新华保险 2018 年续期保费占总保费的比例达到

78.4%，同比提升 8.2 个百分点，续期拉动增长的业务
模式进一步夯实；长期险首年期交保费占长期险首年
保费比例达到99.6%，转型优势凸显。新华保险副总裁
龚兴峰介绍，公司的新业务价值率提升了 8.2 个百分
点，达到 47.9%，是非常不易的。“从公司的角度来
看，这样一种提升需要在战略上保持非常大的定力，
也需要销售队伍对于公司战略转型、结构调整提供大
力的支持，才能够达到。”

科技为保险业高效发展护航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为保险业提供了智能化发展
的前提，是保险业高效率发展的基础。

数据显示，2018 年国寿新增铺设互联网线路 1.57
万条，配备智能设备 6.6万套，建成 2万多个适应多场
景、智能化、整体无线互联的数字化服务网点，物理
网点数字化率超过 80%。在 13 个重点城市“上岗”智
能机器人，实现柜面自动问答与智能引导。陶存文
认为，科技手段可以大大地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控
制风险，从而降低成本。“科技将会带来保险业运作模
式的变更和创新。”陶存文说。

陶存文建议，未来各大险企应加大科技在保险业
中的应用力度，创新业态模式。“目前科技手段只是作
为替代人力的工具，企业只是利用网络的便利性来
开拓市场、挖掘客户。”陶存文说，“未来，如果科
技足够先进，企业将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设
计，直接生成产品，并且能够分析潜在客户、评价
风险、传递保单信息，有需求的人可以直接在网上
完成投保。这是现在互联网保险在未来要达成的创
新目标。”其次，在业务发展方面，陶存文表示，公
司的保险资金要根据负债的弹性做好匹配，这样受
短期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小，从而有利于公司更好地
调整发展的节奏。

本报北京4月7日电 （记者邱海峰） 国家
外汇管理局 7 日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
显示，截至 2019 年 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 30988 亿美元，较 2 月末上升 86 亿美元，升
幅为0.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
春英介绍，3 月，主要受中美经贸谈判、欧美
央行货币政策预期调整、英国退欧不确定性等
多重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小幅上升，但金融资
产价格也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
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我

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市场自发调节能力
逐渐增强。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一方面得
益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另一方面是我国金融
扩大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

“人民币资产对于在全球配置资产的长期投
资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随着我国金
融扩大开放，更多的境外资金通过资本项下开
放进入境内市场。”谢亚轩认为，目前我国金融
新一轮扩大开放还处在初期，阶段性流入数额
比较大是正常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净流入
仍是主基调。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不平衡、不确定

因素较多，但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的发展态势，向好的趋势逐步显现。我国
外汇市场运行更趋平稳，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
动状况进一步改善，为外汇储备规模稳定提供
了坚实基础。”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指出，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
杂，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
力，金融资产价格仍处高位，国际金融市场波
动性可能加大。但我国经济运行将保持在合理
区间，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汇率“自动
稳定器”功能逐渐显现，总体有利于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上市保险公司年报披露——

投资风格稳健 业绩可圈可点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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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7日电（记者邱海
峰） 记者 7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一
季度，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地质灾
害、森林火灾、地震和雪灾为主。各种
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39.6 万人次受
灾，87人死亡，1.3万人次紧急转移安
置；900余间房屋倒塌，1.1万间严重损

坏，8.6 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
积71.1千公顷，其中绝收13.4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27.9亿元。

应急管理部指出，总的来看，一季
度全国灾情较近 5 年同期均值偏轻，
其中，受灾人口、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
经济损失分别减少85%、82%和73%。

据新华社广州4月7日电（记者
周颖）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然
而，与国际知名花城相比，广州还缺
乏世界级著名花园、花景。为弥补花
城名片空缺，广州计划建设世界一
流、广州特色的国际名园“广州花
园”。这一项目将于今年5月正式开建。

记者从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获
悉，《广州花园——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论证核
准》正在向社会公示和征求意见。

这份文件提出，广州花园项目选
址于广州市内的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南
麓，规划面积151.8公顷。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4月 7日电
（记者于嘉） 从 4 月上旬起，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2.2亿亩草原陆续
实行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针对至少
一个月的草原“春眠”，锡林郭勒盟
将为实施休牧的牧民发放草场补贴、
支持休牧圈养，让草原通过“带薪休
假”，更好地生长发育。

据了解，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能
有效避免牧草过早被牲畜啃食、踩踏
而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牧草种群退
化问题，对草原生态保护的作用十分
重要。为了有效保护草原生态，锡林
郭勒盟从去年起在内蒙古率先实施春
季牧草返青期休牧政策，目前累计投
资超过3亿元。

一季度全国自然灾害情况发布

“广州花园”5月正式开建

锡林郭勒草原开始“春眠”

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中国华服日”，江苏科技大学志愿者和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乌干达等国的留学生一起
走进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与小朋友一起穿汉服、诵经典、绣荷包、学礼仪，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图为留学生与
小朋友一起穿上汉服诵读《三字经》。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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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株郁金香扮靓威海十万株郁金香扮靓威海

机器人
竞赛举行

随着天气逐渐转
暖，新疆乌鲁木齐市
的大巴扎步行街及市
场旅游逐渐升温。仅
今年 3 月，大巴扎步
行街及市场接纳游客
达 133 万人次。图为
游客在乌鲁木齐大巴
扎市场购物。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大巴扎
旅游升温
大巴扎

旅游升温

4 月 7 日，“2019
年安徽铜陵市青少年
机器人竞赛”在安徽
省铜陵市第三中学体
育馆举行，来自铜陵
市各中小学的 134 支
队伍、400 多名选手
参加角逐。图为选手
在参加比赛。

过仕宁摄
（人民视觉）

4月7日，山东省威海市城区的10万株郁金香竞相绽放，成为市区一道亮
丽的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 春 晓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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