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增速放缓

多家大公司出现负增长

12月24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前11月中

国保险业保费收入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

11月保险业保费收入1.42万亿元， 较去年同

期增长7.4%。不过，具体到细分市场，则冷暖

不均。1－11月， 财险保费收入为4805亿元，

同比增长15.2%；与此同时，人身险保费收入

为9439亿元，同比仅增长3.8％。在人身险的

细分领域，冷热不均现象同样存在：其中，寿

险增幅最慢，而健康险和人身意外险呈现快

速增长。数据显示，1－11月寿险保费收入为

8284亿元，同比仅增长1.78%，落后于人身险

整体增幅； 而健康险保费收入为794.6亿元，

同比增长25%； 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为

360.6亿元，同比增长15.26%。

具体到公司方面，从前11月保费收入情

况来看，寿险第一梯队保险公司保费收入陷

入“滞涨期”，从市场排名前六位的六家大

公司来看，仅有平安人寿、新华人寿两家增

幅超过行业水平，此外，有三家公司出现了

负增长。具体来讲，中国人寿、太保寿险、平

安人寿、新华人寿、泰康人寿、人保寿险前11

月保费收入分别为2988亿元、881亿元、1192

亿元、922亿元、580亿元、596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0.8% 、0.3% 、8.3% 、3.9% 、-8.8% 、-8.

3%。

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体保费增长放缓的

同时，“银行系” 保险公司增速依旧保持了

快速增长， 如前11月， 建信人寿保费收入

54.25亿元，同比增长444%；工银安盛和交银

康联保费收入分别为32.9亿元、6.08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123%、36%； 嘉禾人寿保费收入

为40亿元，同比增长37.5%。其中，11月单月

尤以工银安盛人寿保费收入增速较快，其单

月实现保费收入8.2亿元， 相当于去年该公

司半年的保费收入。

多家停售五年期产品

大公司加速回归保障

行业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转型就成为

2012年寿险公司的主旋律。

以国内第三大寿险公司新华保险为例，

自去年启动战略转型以来，新华保险将“以客

户为中心”作为战略点、出发点，在产品体系、

销售模式、客户服务、后援管理、风险控制等

方面全面推进变革创新，养老项目扎实推进，

健康产业正式开始全国布局。 因先于市场启

动战略转型， 新华保险保持了价值与规模的

均衡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产品策略上，今年保险

公司回归保障步伐明显加快。“我们公司已

停止销售五年期及以下的短期理财保险。”

最近， 媒体爆出多家保险公司陆续叫停五年

期及以下银保产品的消息， 此举被认为是保

险公司从追求份额第一的目标到转而寻求效

益优先战略的具体举措。

据了解，一些大型保险公司一度把五年

期及以下的短期理财保险产品的销售作为

抢占市场份额的利器，然而，在 2010年底的

银保新政之后，大型险企最先提出“向期

缴转型”，中小险企也随之调整策略。今年

以来，不仅上述大型保险公司逐步叫停了

该款明星保险产品在银行渠道的销售，同

时，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放弃一味拼

市场份额的做法 。据普华永道的一份研究

成果获悉 ，今年上半年，从保险产品类型

来看，传统险增幅大于分红险增幅，体现

出各上市公司日益重视保险保障型产品

的市场开拓、结构转型的政策导向。

展望2013年

多项政策利好将兑现

展望即将到来的2013年， 多位寿险公

司人士普遍预计乐观 。一方面，受今年股

市不景气拖累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 ，上市

保险公司的业绩普遍出现大幅缩水，不过

进入 12月以来， 年底股市已明显回暖，这

使得保险公司之前在股市上的上百亿元

“浮亏”有望大幅减少 。此外，2012年出台

的一些新政策， 诸如大病保险、13项险资

投资新政等， 其政策利好将在 2013年兑

现， 也有望为2013年的寿险业注入新的活

力。

此外， 大病保险的实施同样是未来数年

内都值得期待的一个亮点。8月30日，《关于开

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 正式

公布， 意见明确大病保险将由商业保险公司

承办。根据机构预测，大病保险的实施，未来

有望为保险公司带来超过200亿元的市场蛋

糕， 而网点覆盖广的大保险公司无疑将成为

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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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即将过去，盘点今年的寿险市场，难免让人唏嘘。

中国保监会上周最新公布的2012年1－11月保险业经营情况显示， 在2011年寿险业终结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12年寿

险行业呈现出低速增长态势。保监会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保险公司人身险保费收入为9439亿元，同比仅增长3.8％；其中，寿

险保费收入为8284亿元，同比仅微增1.78%，与此同时，同期财产险增幅则高达15.2%，这意味着，在2012年，寿险业的增幅已大幅

“跑输”财险业。

不过，多位寿险公司人士对2013年普遍预计乐观，一方面，年底股市已有回暖趋势，这使得保险公司之前在股市的上百亿“浮

亏”有望大幅减少；此外，诸如大病保险、险资投资新政等诸多利好的兑现，也有望为2013年的寿险业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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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代表希望和未来，

“转”需要智慧和勇气。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宏观

形势下，

2012

年信托行业以

7

万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成为

我国金融领域的第二大支柱，

但是，行业发展趋同等问题亟

须改变。因此，一年来，中铁信

托围绕“转”字下工夫，智慧投

资价值，洞悉财富真谛，在挑

战中沉着应对，在转型中创新

提升，走出了一条稳健可持续

的发展道路， 获得了广泛认

同，连续三年蝉联“中国优秀

信托公司”。

2012

年， 我们推动战略

转型，努力提升综合金融服务

的专业性、 多样性和有效性，

并成功跨入信托行业千亿俱

乐部行列。

2012

年， 我们推动业务

转型，实施创新驱动，建立了

省内金融机构第一家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保持公司在信

托行业的研发前沿地位，更好

地提升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管理能力和在资产管理

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2012

年， 我们推动服务

转型，提供更加优质、更加高

效的金融服务，将资源真正用

于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我们还不

忘回馈社会，与四川省慈善总

会发起成立中铁信托爱心基

金， 是开启企业参与慈善、承

担社会责任的有益尝试。

2013

年， 我们将继续坚

持 “稳健、进取、合作共赢”的

企业精神， 创新驱动促转型、

合作共赢促发展，不断创新财

富管理模式，为广大客户提供

优质的资产管理金融服务。

盘点2012年保险业：

保费增速放缓促寿险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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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启动战略转型以

来， 作为国内第三大寿险公司

的新华保险将“以客户为中心”

作为战略点、出发点，在产品体

系、销售模式、客户服务、后援

管理、 风险控制等方面全面推

进变革创新， 养老项目扎实推

进， 健康产业正式开始全国布

局。

2012

年，受资本市场低迷、

行业发展进入瓶颈期影响

,

国

内寿险市场整体保费增速出现

下降，新华保险明确提出，专注

寿险主业， 并逐步向养老和健

康产业迈进， 以期建立全方位

寿险业务、 覆盖人的全生命周

期的产业链。

因先于市场启动战略转

型， 新华保险保持了价值与规

模的均衡发展， 走在了行业转

型的前列。 公司三季报显示，

2012

年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

润达到

23.25

亿元， 总资产达

到

4813.58

亿 元 。

2012

年 前

11

月 ， 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

922.19

亿元。此外，整体新契

约价值率的提升、高价值产品

占比的增加，以及业务结构的

优化等利好正在业绩中逐一

体现。

新华保险四川分公司紧握

公司上市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动“以

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战略全面

落地，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 在市场环境日

趋严峻、 全行业出现系统性下

滑的大背景下， 虽历经了市场

转型的阵痛， 但依然保持了平

稳的增长态势。截至

2012

年

11

月底， 新华保险四川分公司累

计实现规模保费收入

49.74

亿

元，在四川寿险市场

36

家主体

中排名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