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业2020关门八件事：

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这就是保险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邓雄鹰

刘敬元

跌宕起伏的

2020

年，亦是保险业

调整转型之元年。

这一年， 寿险业转型叠加新冠肺

炎疫情，保费增长滑落至个位数，寿险

人力也出现负增长；信保业务频频“踩

雷”、车险启动综合改革，产险业再度

突破承保亏损红线。

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各

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 对保险行

业而言，紧日子已经真真正正地到来。

展望

2021

年，形势将更严峻。

明天系的明天被接管

明天系保险公司被接管，是

2020

年保险业的大事。

7

月

17

日，银保监会依法对

6

家

机构实施接管， 其中有

4

家为保险公

司，包括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

寿、易安财险。接管期限为一年。

2020

年

2

月

22

日，银保监会结束了对安邦

保险集团的接管。

上述被接管机构的风险表现和风

险隐患有所不同， 但都有着来源于公

司治理机制失灵的共性。 公司治理问

题，是保险行业诸多乱象的源头。

2020

年，对于这个“牛鼻子”，监管部门抓得

越来越紧。

今年

7

月

3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党

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署

名文章 《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

革的重中之重》；

8

月

28

日，银保监会

又印发 《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

三年行动方案 （

2020~2022

年）》；此

外， 银保监会今年开始首次向社会公

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

这些做法， 都让保险业高度重视公司

治理机制的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在对有公

司治理问题的机构之风险处置上，监

管已经取得一些经验。 我们有理由相

信， 随着个别银行保险机构治理失灵

导致严重后果的前车之鉴， 以及健全

公司治理的重要性被提到如此高度，

保险市场主体对于发展理念和监管机

构强调的公司治理监管理念， 会在调

整中逐渐进步和完善。

假黄金真刺伤了财险

今年金融机构“踩雷”声此起彼

伏，其中刺耳的一声巨响，当属武汉

金凰假黄金案。

2020

年

1

月以来就引

发关注的武汉金凰假黄金质押融资

案件，涉案金额

300

多亿，人保财险

等财险公司以及十多家信托公司牵

涉其中。 目前该案还没有定论，但已

震惊四座。

震惊的原因，除了金额之大，也还

有案情之荒唐。 财险公司承保质押黄

金的财产险保单， 居然通过特别约定

清单等形式让保单有了兜底嫌疑，而

约定清单上的内容超过了财产保险承

保的风险范围， 是信用保证保险才有

的特征。 为此， 保单的受益人信托公

司，与承保的保险公司激烈地相互“撕

扯”，而案件的关键角色———被保险人

武汉金凰，却默不作声。

就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的情况来

看，保险业、信托业都普遍关注到了这

一案件， 除了认定责任在对方的观点

外， 还有理性人士在反思———何以在

风控最严的金融机构， 且是多家机构

参与的业务中， 出现如此滑稽的风险

漏洞？

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法务人士对证

券时报记者称，过去为了拉业务、收保

费，一些保险公司不惜降低承保门槛、

突破底线承保， 出现承保条款设置不

当、业务不合规等问题，这种问题的严

重性不仅在于违规， 更在于其风险的

不可控性。 一家财险公司一单操作不

当的业务，可能把整个财险业赔进去，

这并不是儿戏。该人士认为，除了公司

治理，保险公司的业务治理也很关键，

特别是财险业务， 风控合规的重要性

亟需提升。

银保监会今年

7

月也就假黄金事

件发声， 指出假黄金事件牵涉多家银

行、保险和信托机构，除了企业本身的

原因外， 也暴露出一些金融机构内部

控制和风险管理形同虚设， 需引起高

度重视。

值得关注的是，

12

月

25

日，银保

监会发布《责任保险业务监管办法》，

针对责任保险边界不断扩大，一方面

严格责任保险承保范围，明确责任保

险应当承保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

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不得承保

故意行为、罚金罚款、履约信用风险、

确定损失、 投机风险等风险或损失；

另一方面要求保险公司厘清责任保

险与财产损失保险、保证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险种的关系，合理确定承

保险种。

人身险前景美如画

2020

年，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人

身险行业走进低谷。 前

10

月，人身险

公司新单原保险保费收入

1.12

万亿

元，同比下降

1.24%

。这一方面是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另一方面也是

行业在危机面前寻求发展新机会的理

性调整。

尽管

2020

年的数据不好看，但作

为一项经营周期长的业务， 人身险的

发展从来不止看一年，而是看未来

10

年、

30

年、

50

年甚至百年。中国的人均

收入去年突破

1

万美元， 但中国保险

市场的深度、 密度在全球范围看仍然

处于后半段。 瑞再研究院预测，到

2035

年前后，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

保险市场。 这为中国人身险发展提供

了最大的机会， 也是这个行业被认为

有前景的基本面。

一个短期的好消息是， 人身险发

展迎来了政策红利。 今年

12

月

9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银保监会关于人

身保险发展的专题汇报， 部署促进人

身保险扩面提质稳健发展的措施。 国

常会提到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发展商

业养老保险等内容， 这也给行业主体

注入了信心。

其实， 今年疫情让国人更加关注

自己的人身保障， 这已经给予了商业

健康险的发展动力。 今年前

11

月，健

康险保费

7642

亿， 超过去年全年，依

旧保持双位数高速增长。同时，最快到

明年可能突破

1

万亿，到

2025

年的目

标是

2

万亿。

当然，市场机遇不会自动落下来，

更需要市场主体能“接住”。 经历了理

性调整的中国人身保险业，将在

2021

年后，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重疾险江湖谁做主？

2020

年是重疾险的重要分水岭。

11

月，重疾险疾病定义大修、重疾经

验发生率表（

2020

）完成版本更新，这

两个标准是保险公司设计重疾险产品

的基础， 其修订势必影响今后若干年

的重疾险产品形态。

相比旧版重大疾病条款， 重疾新

定义的主要变化有三个： 病种范围扩

大，由

25

种变

28

种；细化重疾所需要

达到的状态指标；增加轻症概念，对轻

症赔付减少，以平衡费率，让赔款赔给

真正患上大病的人群。

在

2013

年第一版重疾发生率表

的基础上， 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

（

2020

）版的使用，将更符合在我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 医学诊疗技术不断

革新之下， 疾病谱及重疾发生率的最

新情况， 也更能满足保险行业发展和

消费者需求多元化的需要。

从价格上看， 对于主流重疾险产

品，在相同保障责任的前提条件下，价

格会略有下降；对于定期重疾险产品，

部分年龄段的价格会有明显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新重疾发生率表

首次推出粤港澳大湾区版， 为保险公

司设计粤港澳大湾区专属重疾险提供

了数据支持。目前，珠海横琴人寿已率

先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重疾险， 分

A/B

两款上市销售。

随着旧版重疾在

2021

年

1

月底

前相继下架， 新版重疾险由谁来赢得

江湖？ 这个悬念将在

2021

年揭晓。

车险综改拳拳到肉

2020

年产险经营的两大主题词，

是车险综改和非车险增长。

今年

9

月， 产险业启动了被称为

史上最大力度的车险综合改革。 改革

实施以来，车险经营出现重大调整。一

方面， 车险综合改革初步达到了 “降

价、增保、提质”；另一方面，规模保费

下降现象已有所显现， 产险行业保费

增速已连续两个月下滑。

根据全球其他区域车险改革历程

来看，车险综合改革后一定时期内，可

能出现如保费规模下降、 行业性承保

亏损、中小财险公司经营困难等情况。

车险经营挑战加剧，非车险经营

也不容易。 以曾经的盈利黑马信用保

证保险为例， 该险种在

2020

年出现

巨额亏损。 今年前

10

月，产险公司信

用保证保险承保亏损达到

112.77

亿

元， 较去年同期承保亏损

12.82

亿元

大幅增加。

承保和投资双轮驱动是产险公司

稳健经营的基础。 产险公司面临的现

实处境是，一方面，车险综合改革推动

车险经营由“价格战”转向“能力战”，

从成本控制中要利润成为财险经营的

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车险规模保费的

下降使得非车险业务经营日趋重要，

而非车险业务对保险公司专业化经

营能力的要求很高。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

10

月，财产险公司承保亏损

32.26

亿元，

承保利润同比减少

78.60

亿元， 承保

利润率

-0.32%

。 产险业三年里两度跨

过承保利润红线，显示产险行业经营

形势之严峻。

总而言之，产险经营已经从粗放

式 “价格至上” 时期转入精耕细作、

“能力为王”阶段。 例如，保证保险虽

然出现行业性巨亏，但据证券时报记

者了解，仍有少数保险公司实现了利

润增长。

当然，中国产险市场的发展前景

依然是广阔的。 资深业内人士预测，

明年车险保费会出现行业性负增长，

但未来还是会获得恢复性增长，中国

将在

2030

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车

险市场。

与个人客户零距离接触

2020

年

11

月末， 保险资金运用

余额达到

21.2

万亿元，令保险机构成

为资本市场第二大机构投资者、基金

市场第一大机构投资者。

2020

年

7

月，保险资金配置权益

类资产开始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于偿

付能力强、 资产负债匹配好的公司，

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上限从过去

季末总资产的

30%

上升至

45%

。 新规

拓宽了险资入市自主决策空间，为实

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多资本性

资金，引导保险资金价值投资、长期

投资、审慎投资。

这一年，对接资管新规的保险资

管“

1+3

”框架全面落地，成为保险资

管行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3

月，银保

监会公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

行办法》这个“母办法”，明确了保险

资管产品可以面向合格个人投资者

销售，既可以自行销售产品，也可以

委托符合条件的机构代理销售。 这意

味着，保险资管机构服务高净值客户

业务开闸。 未来，保险资管将更多地

走向主动管理业务， 走向大资管前

台，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将更加

紧密。

9

月，保险资管“母办法”配套的

3

项细则发布实施，将

保险资管产品类型划

分为债权投资计划、股

权投资计划与组合类

产品， 明确了登记机

制、投资范围、风险管

理和监督管理等要求。

“

1+3

”框架在统一

保险资管产品规则的

基础上，进一步弥补监

管空白、 补齐监管短

板。 业内人士预计，随

着保险资管产品投资

范围的扩大和销售门

槛的降低，保险资金的配置方式将不

断丰富。

外资保险走进春天里

今年

1

月

16

日， 安联中国控股

在上海开业，成为中国首家外资独资

保险控股公司，亦是中国金融业近年

来对外开放的标志性成果。 短短

7

个

月后，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成功改建

为友邦人寿， 这是我国彻

底放开外资保险持股寿险

公司的股权比例上限后， 外资独资寿险

落地的第一单。

2018

年以来， 银保监会陆续出台了

34

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同时，

监管流程也不断完善， 审批速度大大加

快。

2020

年，保险业开放措施全面落地实

施，外资险企布局正在向纵深发展。

近日， 中信信托拟转让中德安联人

寿

49%

股权， 持有中德安联人寿

51%

股

权的安联中国控股有意接手。 一旦交易

成功， 中德安联人寿将成为我国第二家

外资独资寿险公司。

此外， 今年外资保险巨头安达集团

也获批对华泰保险集团持股比例增至

46.2%

， 并正在推进控股华泰保险集团，

也使华泰保险集团有望成为首家从中资

变为中外合资、 再变为外资控股的保险

集团。

一个个案例， 均显示了保险业对外

开放力度的加大。

公开资料显示，

2018

年以来，银保监

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

近

100

家各类机构。 目前还有一些来自

亚洲、 欧洲和美洲的外资机构正在开展

市场调研， 有的已明确了扩大在华业务

的计划， 有的已递交了开设机构的初步

申请。

今年前

10

月，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

入

3000.87

亿元，市场份额

7.58%

，同比

上升

0.79

个百分点。在北京、上海、深圳、

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 外资保险公司的

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21.39%

、

20.66%

、

10.48%

、

11.29%

。

虽然目前外资险企在国内保险市场

所占体量总体偏小， 但已经展现出与中

资保险迥异的发展路径。 随着金融业扩

大开放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更多外资

保险机构将加大布局中国市场的力度，

中国保险业有望呈现更加丰富和多元的

发展生态。

奔跑吧！ 养老第二支柱

如果说

2019

年是年金爆发前夜，伴

随着职业年金制度受托和投管全面落地，

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代表的第二支

柱养老金在

2020

年迎来爆发式增长。

职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第二

支柱的新生力量，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

头。

2019

年

2

月底，全国首笔职业年金

基金划拨至受托人，标志着我国职业年

金基金运营正式起航。证券时报记者了

解到，至今年上半年末，职业年金基金

规模已近

8000

亿元， 今年底有望突破

万亿元。

在职业年金的促进下，一度进入发展

瓶颈期的企业年金也开始“扩面”提速。

有专业养老金机构人士表示， 企业

年金基金实现第一个万亿规模用了

10

年时间，从

2016

年破万亿元到实现第二

个万亿元用了约

4

年时间。 按照目前的

发展速度估算， 预计实现第三个万亿元

仅需

3

年时间。

有专业养老金机构人士预估，至

2030

年，整个年金基金规模有望达到

12

万亿

~15

万亿元。年金市场快速发展的同

时，年金投资范围预期将进一步打开。 近

日，人社部发布《关于调整年金基金投资

范围的通知》，将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上

限从

30%

提高到

40%

， 并允许年金基金

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以及永续债、资产

支持证券等金融产品。

平安养老险首席年金受托专家李连

仁认为，我国年金市场将呈现八大趋势：

更大的市场、更高的待遇、更广的投资、

更长的配置、更多的选择、更灵的系统、

更严的管理、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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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20 年， 保险业与粗放式增长痛苦

告别，向上生长。本文盘点 2020 年发生的

八件大事，以此纪念保险业过上紧日子的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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