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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险公司综合成本大起底：过半承保收入覆盖不住成本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潘玉蓉

关注财险的经营状况， 保费和净

利润固然是重要指标， 但反映各家财

险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质量， 还是要看

承保利润。

承保利润背后， 体现的是公司对

赔付、成本和费用的掌控能力。过去的

一年里，哪些财险公司赔付高？哪些公

司费用高？ 哪些公司成本高？

近日， 证券时报记者从已披露年

报的

74

家财险公司中梳理和估算出

财险公司综合成本数据， 以精确反映

各家财险公司面貌。

过半公司

综合成本率超100%

� � � �承保和投资双轮驱动是财险公

司稳健经营的基础，

2019

年虽然财

险业重回承保盈利， 但根据约

70

家

财险公司的业务交流数据统计，这些

公司去年全年承保利润仅

2.15

亿

元，承保利润率仅有

0.02%

。 这一数

字虽然较

2018

年承保亏损有所好

转，但“盈亏线”依然相当脆弱，凸显

财险竞争激烈。

这些财险公司如何分得这

2.15

亿元承保蛋糕？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分

析年报披露的核心指标， 进而计算出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和综合成本

率， 以此管窥该行业经营能力和竞争

格局。

综合成本率包含公司运营、 赔付

等各项支出，由费用率和赔付率组成。

该指标是保险公司用来核算经营成本

的核心数据， 也是衡量财险业盈利能

力强弱的主要标准。 综合成本率越低

说明财险公司盈利能力越强。 综合成

本率

100%

时，即代表收支相等，无承

保盈利，亦无承保亏损。

从梳理的整体情况看， 已经披露

年报的

74

家财险公司中， 有

49

家的

综合成本率都超过了

100%

。 这也就

是说， 行业超过半数的财险公司保费

收入没能包住支出， 在承保业务上是

在亏钱。

25

家拥有承保利润的财险公司

中，涵盖人保、平安、太保等超大型财

险公司，两家农业险公司，两家自保公

司以及

11

家外资保险公司。 这显示，

大型财险公司在成本控制上优于绝大

多数中小型险企；其次，在同等规模的

财险公司中， 外资财险的经营质量更

好；此外，农业险公司和自保公司拥有

较好的承保利润率。

承保利润在

5

个百分点以内的公

司仅有

11

家，人保、平安、太保、太平、

大地等大型财险公司集中在这个区间；

此外还有安信农险、中原农险、三星、紫

金财产、爱和谊、中石油专属保险等。

承保利润在

5

至

10

个百分点的

公司有

8

家，分别是三井住友、史带财

险、安达保险、东京海上、久隆财险、苏

黎世、日本财险、鼎和财险。

承保利润在

10

个百分点以内的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已算不错，但证券

时报记者还是发现， 去年有少数财险

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在

90%

以下，如乐

爱金、华泰财险、英大财产、鑫安汽车、

铁路自保， 最低的美亚保险综合成本

率不到

70%

，这些公司的业务质量和

管理在业内可谓优秀。

财险公司的保费和利润都集中在

少数大公司手中。但统计数据显示，这

些大公司保费规模虽然做得大， 但是

承保利润也非常薄， 盈利和亏损往往

就在一线之间。比如人保财险、太保财

险综合成本率分别为

98.9%

和

98.4%

，

大地财险综合成本率达到

99.89%

。

外资险企美亚保险的综合成本率

在财险行业中排名第一。 年报显示，责

任保险为该公司第一大险种，其次为意

外伤害险、货运险、企财险、短期健康险。

除了短期健康险， 其他险种均实现了承

保盈利。该公司

2019

年保费收入为

17.8

亿元，净利润就达到了

2.32

亿元。

哪家赔付率高？

保险公司赔付较高的原因，与天气、

自然因素有关，也与市场化程度、业务质

量有关，经济环境、经济景气度也会影响

保险赔付情况。

2019

年，财险公司保费收入

1.16

万

亿元，综合赔付率为

61.67%

，同比上升

2.27

个百分点。统计数据显示，财险公司

中综合赔付率高于

61.67%

这个平均值

的公司有

36

家。 其中既有人保财险、中

华联合这样保费规模非常高的公司，也

有阳光信保这样信用保证保险业务多的

公司。

目前中国车险市场规模在

8188

亿

元左右， 在财险公司保费收入中占比超

过

70%

。 财险公司综合赔付率上升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深入推进。 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迄

今已进行三轮， 实收保费增速低于赔付

增速，带动赔付率明显上升。

车险是对赔付率影响最大的因素，

大型财险公司车险占比一般较高。 上市

公司中，人保财险以

65.9%

的综合赔付率

居于首位。平安产险、太保产险、大地产险

等公司的综合赔付率也都超过

55%

。

此外，由于经济转型，一些信用保

证保险做得较多的公司，在经济下滑时

期出现违约踩雷增加，也是拖累赔付的

一个重要原因。 证券时报记者获得的行

业数据显示，

2019

年信用保险承保亏损

22.32

亿元，承保利润率为

-54.20%

。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综合赔付率最

低的十大公司，包括美亚、铁路自保公

司、众惠相互、安达保险、华泰财险、汇

友互助、史带财险、前海联合、久隆财

险、瑞再企商，均低于

50%

。 值得注意的

是， 这些公司中有

4

家公司不经营车

险，两家是互助保险公司，一家是自保

公司。

券商中国

（

ID

：

quanshangcn

）

财险费用率高 仅7家公司低于30%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潘玉蓉

费用支出是保险公司向管理要效益

的主战场。近年来，财险公司倡导的科技

赋能、优化流程、减费提效等手段，不少

都是在压缩管理费上做文章。 但数据显

示，财险行业整体费用率并不低。

2019

年， 财险公司综合费用率为

38.31%

，同比下降

2.43

个百分点。 证券时报

记者统计数据显示，

74

家财险公司中综合

费用率高于

38.31%

这一均值的公司达

57

家。仅有

7

家公司综合费用率小于

30%

，大

部分公司位于

30%～70%

区间。 占据市场七

成以上份额的

3

家大型财险公司综合费

用率位于

33%～39%

区间。

综合费用率主要由业务获取成本

（即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和一般管理成本

构成。 手续费主要包括向保险中介机构

和个人代理人 （营销员） 支付的所有费

用，包括手续费、服务费、推广费、薪酬

等。一般管理成本主要是业务及管理费，

涵盖除手续费及佣金之外的管理成本，

包括职工薪酬、职场租金、广告及业务宣

传费、业务招待费等。

如果进一步聚焦于手续费佣金支出

和业务管理成本，可发现，

74

家财险公司

2019

年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为

1598

亿元，

业务及管理费支出为

2557

亿元， 两者在

已赚保费中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15.6%

和

25%

。 占据市场七成以上份额的

3

家大型

财险公司业务及管理费占比位于

20%～

27%

区间，大部分公司为

25%～40%

区间。

“理论上，保险公司的后线运营管理

成本不应该这么高，除非体量特别小。 国

际上， 特别大的公司一般在

10%

以下，中

小公司可能

10%

出头，体量特别小才会超

过

20%

。 ”一位资深财险精算负责人告诉

证券时报记者，也许个别公司特定时间会

高一些， 但是整个行业如此高的业务管

理费的确值得深思。

“这是因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仅

在‘手续费及佣金’科目，还可以在其他

业务成本、业务及管理费，甚至在赔付支

出等类目中，广告费、推广费、服务费都

可能有手续费及佣金的身影。 ”一位长期

从事财险精算的资深人士告诉记者，这

些支出往往是通过特别方式处理过。

记者获得的业内交流数据显示，

2019

年财险公司综合费用率虽然同比下

降

2.43

个百分点， 但业务及管理费为

2777.44

亿元，较

2018

年的

2272.83

亿元

增加

504.61

亿元，增长

22.20%

。

一直以来， 关于手续费的监管在业

界争议颇多。 有些保险公司人士认为手

续费应该严格监管， 也有不少人士认为

应彻底放开市场化定价。当前，监管延续

“渐进式

+

严监管” 方式推进商业车险改

革的态度非常明确， 渐进式通过市场这

只无形的手来实现优胜劣汰， 或将最终

推动市场回归良性竞争。

数字化经营重塑小微信贷

普惠金融“建行模式” 加速发展

借力大数据、金融科技实施数字化

经营，历经近五年的上下求索，建设银

行如今成功将普惠金融激发成一池活

水，更好地浇灌万千小微企业。

笔者近日从建行获悉的最新数据

显示，建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

率先突破万亿大关，在全部银行业金融

机构余额占比接近

10%

。

建行在中国银行业探索普惠金融

发展道路上，已不再是往昔外界固有的

大行只愿服务大企业、大客户的刻板印

象。

2018

年

5

月，建行顺应国家战略导

向和经济发展大势，率先发布普惠金融

发展战略，提出“数字、平台、生态、赋

能”的发展理念，将金融活水引流向小

微企业，提升小行业、小企业的金融服

务可获得性。

触达“双小”长尾客群，在过去传统

的银行对公信贷作业模式中并非易事，

但近年来借助金融科技的赋能，银行在

普惠金融探索中实现穿透市场、服务下

沉变得有了可能。 建行的普惠金融创新

之路走得更早，

2016

年便在同业中率先

尝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小微企业信贷

模式转型，历时近五年后，按照建行普

惠金融事业部相关负责人的总结，如今

建行的普惠金融 “数字化体系已现成

效，供给端依然大有可为”。

创新“五化” 模式

数字化普惠金融体系已现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中小微企业

发展到

3000

多万法人，此外还有

6000

多万的个体工商户。 从我国的实践看，

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

80%

的就业，

70%

左右的专利发明权，

60%

以上的

GDP

和

50%

以上的税收， 是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生力军，也是扩大就业、改善

民生的重要支撑。 然而，小微企业的特

性， 决定了银行传统的对公信贷作业

模式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会水土不

服， 融资难融资贵因此成为小微企业

的痛点。

该负责人表示，过去银行给小微企

业放贷是以企业的财务报表为审核依

据，这与大企业的标准是一样的。 但小

微企业财务报表的规范性、真实性通常

远不及大企业，这就增加了信贷审核的

难度， 无形中将不少小微企业拒之门

外。 再者，相比于融资成本，小微企业对

融资效率往往更敏感，银行传统的信贷

审核周期通常要

20

天到一个月， 企业

需要提交一堆材料，手续的繁琐也让小

微企业等不起，宁愿转而寻求高成本的

民间借贷。

基于上述痛点，建行近年来开始探

索借助线上大数据分析模式，通过打造

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

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务的“五化”普惠

金融服务新模式，推出了“建行惠懂你”

APP

一站式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并开发

“小微快贷”“云税贷”“云电贷”“抵押快

贷”“交易快贷” 等一系列拳头产品，通

过全流程网络化、自助化操作，更大程

度提高了小微企业贷款的便捷性和可

获得性。

以“小微快贷”为例，通过分析内外

部各项数据，批量挖掘潜在客户，并预测

授信额度。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进行贷款申请、审批、签约、支用、还款

等线上自助操作， 在客户信息完整的情

况下，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贷款全流程，

有效契合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资金需

求，实现“多快好省”的服务。

该负责人表示，数据化的线上贷款

审批发放流程给普惠金融带来了颠覆

式的改变。 一方面，新模式改变了传统

的信用构建，大数据可以更客观真实地

反映授信主体的信用水平，做到风险可

控。 另一方面，新模式改变了信贷作业

方式，从过去传统的一对一线下服务变

成全流程线上、批量化服务，尤其是在

疫情期间，无接触式的全流程线上信贷

作业模式更突显其价值。 此外，普惠金

融新模式也改变了银行与授信主体的

市场关系，从过去双方简单的信贷供求

关系升级为银行对客户的一站式多需

求满足。 经过多年的创新实践，建行数

字化普惠金融体系已现成效，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已破万亿。

另据该负责人透露，建行普惠金融

体系已形成较强的数据挖掘能力，信用

贷款客户占比近

70%

。 下一步，为扩大

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服务覆盖

范围，建行正拓展外部机构合作对接引

流，目前已与

50

多个政府机构、产业园

区、电商平台、核心企业等外部机构建

立了合作关系，快速触达普惠金融客户

生产经营场景。

普惠金融供给端

依然大有可为

随着大行借助强大的科技实力和

数据基础，实现了在普惠金融业务领域

的加速发展， 也引来了关于大行 “掐

尖”、 抢夺中小银行优质普惠金融客户

的争议。 对此，该负责人认为，尽管近两

年普惠金融的大力发展，使得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但这

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普惠金融

的市场需求非常广阔，金融供给仍有很

大改进空间。

“现在有贷款的中小微企业仅占全

国中小微企业户数的

25%

左右，根据我

们的估算，真正有贷款需求的中小微企

业占比应该在

50％－60%

左右。 ”该负责

人表示，“因此，从需求端看，普惠金融

有庞大的空间容量， 是一片巨大的蓝

海。 另一方面，从供给端看，各家银行逐

鹿普惠金融市场，并不存在抢夺客户资

源的问题，这个市场目前的金融供给并

不充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

该负责人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极大地提高了银行与客户的互动能

力，银行挖掘普惠金融细分市场的能力

因此得到显著提高，扩大普惠金融覆盖

面依旧大有可为。 建行依托大数据创新

的“五化”模式，代表着整个中国银行业

对普惠金融模式探索的转变。 市场竞争

是激活市场的最好方式，建行探索的普

惠金融新模式就起到了激活市场的目

的，重新激活了普惠金融一池春水。

这一认识与政府的思路一致。 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强化对稳企业

的金融支持。 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

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 大型商业

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

40%

。 银保监会也多次提及，为引导银

行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银保监会今

年专门设置了“首贷户”比例的考核指

标，要求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中，对于

第一次获得贷款的企业，也就是“首贷

户”要占一定的比重。

“提高普惠金融首贷户占比意义重

大，这不仅利于银行扩展客户面，也利

于用市场的手段规范民间金融，将过去

不得不选择民间借贷的客户吸引到正

规银行体系中。 ”该负责人表示赞同。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对社会经济

活动造成巨大扰动， 尤其身处餐饮、交

通、旅游等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更是遭

遇沉重打击，用于生产经营周转的资金

紧急需求大幅提升。 建行急客户之所

急， 在普惠金融业务方面精准施策、迅

速行动，明确“专门通道、专项规模、专

业政策、 专属服务”， 通过开辟绿色通

道、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加大

信贷投放、提供续贷支持、强化线上服

务、创新定制产品、赠送健康保险等一

系列措施，指导分支机构全力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携手小微企业共渡难关。

另据了解，除了继续巩固已有的普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优势外，建行还将继

续扩大对个体工商户的信贷覆盖，开发

满足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特征和适应

这一群体风险防控特点的“个体工商户

经营快贷”“个体工商户抵押快贷”“商户

云贷”等系列产品，深化对大数据风控、

金融科技的应用，实现信贷服务进一步

下沉至更广大的普惠群体。

（CIS）

建设银行安徽淮北市分行客户经理协助小微企业主通过 “惠懂你” APP 申

请云义贷

建设银行支持的福建龙岩长汀某纺织企业员工正在生产线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