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集团总经理谢永林谈个金业务与银行转型———

“用平安的方式改变平安”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潘玉蓉

2020

年，中国平安营收同比增长

4.2%

，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4.2％

。这

是平安历史上第二次净利出现负增

长， 上一次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

时候。

不过， 更能体现业务经营表现的

指标———营运利润为

1394.7

亿元，同

比增长

4.9%

。 同时，平安提升现金分

红，向股东派发全年股息每股现金

2.2

元，同比增长

7.3%

。

表面上看， 疫情对平安的影响

超过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但疫情只

是平安业务下滑的因素之一。 随着

保险业代理人数量趋于饱和， 平安

寿险新单保费已是连续两年下降，

新业务价值也在近两年从低增长转

为负增长。

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平

安自

2019

年启动寿险业务改革，从

产品、渠道、营销体制方面对内动刀。

2

月

4

日， 在平安

2020

年报发布会

上，公司高管坦言，寿险改革比想象

中复杂。

2020

年是谢永林出任平安集团

总经理的第一个完整年度。 作为平安

集团总经理兼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

林核心职责以分管集团金融业务板

块为主。 在集团业务链条上，谢永林

除继续分管团体客户综合金融业务

（团金）外，还统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

业务（个金）。

1994

年加入平安的谢永林，先后

干过保险、证券、银行，因有多次临危

受命的经历，被打上“救火队长”的标

签，身上的评语包括善解难题、雷厉风

行、 实干果敢， 善用科技赋能麾下业

务， 常为脑子里冒出的新商业模式而

兴奋等。 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塑造

的“进取、创新、协同”的平安文化，在

他身上有着鲜明的印记。

2021

年，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退

去，外部形势仍然复杂多变。 面对系

列挑战， 谢永林在深度理解平安战

略的基础上， 用平安的方式去改变

平安。

统筹个金会和团金会

“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

活服务提供集团” 是平安集团的战略

定位。每年年报中，个人金融业务对集

团业务收入和利润的贡献度都有单独

统计，个人金融业务对于平安集团，可

谓是重中之重。

2020

年，管了多年团金会的谢永

林开始统管个金会， 这是平安集团内

部首次将团金会和个金会由一个人来

统筹。 谢永林开始用贯通的视角来审

视平安集团的业务整体。

谢永林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牵

头个金会一周之后， 他脑子里就浮现

出了新画面， 开始重新确定个金会的

定义。过去，个金会更多的是一个服务

性的部门，但谢永林认为，今后个金会

应该既是装备部门，也是后勤部门，还

是总参谋部。

梳理定位后便是对资源的分配和

分类。 过去的个人业务资源多分散在

各个条线，不同子公司各管各的一摊，

谢永林协管后，将它们“集成”在一个

组织里，在资源的分配上，谁得益多，

谁就分摊更多的费用。

个金会的主力是寿险， 去年受疫

情影响比较大，但一些跨界的尝试，让

谢永林深感集团子业务协同带来的作

战威力。

比如， 面向高净值客户销售的保

险金信托，过去一年增长了近

7

倍，新

增规模达到

150

亿元。 这个产品需要

用到信托的牌照、保险的产品、银行账

户，以及银行在法务、税务等方面的专

业支持，是典型的综合金融。

据了解，今年以来，这一业务的增

长曲线仍然陡峭，到

1

月底已做到

80

亿元规模。

“四通一平” 新基建

平安“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种

产品、一站式服务”的综合金融经营模

式，从用户的角度，意味着方便，但对

服务提供方而言，对中后台管理、服务

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在谢永林看来， 支撑个人综合金

融业务模式和结果，需要一系列“基础

设施建设”。

在采访中，谢永林多次提到平安

个人综合金融的“四通一平”，即账户

通、数据通、产品通、权益通，一平是

指一个营销平台。 背后的思路是，建

立金融主账户， 打通金融业务场景，

客户资金闭环经营， 场景化留客、活

客。 从集团的视角，将

VIP

纳入服务

运营。

基于建账户、沉数据、通权益的思

路， 平安银行去年发行了

200

万张好

车主信用卡， 让集团车险客户变成信

用卡客户。

过去，银行信用卡的权益与保险

公司给客户的权益没打通，给客户的

权益可能会重复，但平安银行和平安

产险联合推出的好车主卡，权益被打

通。 对于车主而言，可以获得更多与

车相关的服务，银行获得了优质信用

卡用户， 保险公司在节省成本之余，

也为第二年的续保打下了铺垫。

“要做个人业务，一定要有自己的

账户。”谢永林说，过去的客户数据，多

是静态的，只有让数据动起来，才能更

好地识别和激活潜力， 进行后面的销

售动作。

平安子公司众多，开发的

APP

数

十个， 个人客户分散在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组织，由不同的条线运营。 打

通工作或将继续。 据了解，目前平安

旗下

6

个子公司的

APP

已经打通，用

户只要在一个

APP

上注册后，就可以

畅通其他

5

个

APP

，并共同使用万里

通积分。

“个人综合金融业务里面的‘四通

一平’，每一桩事都是基础，基础越好，

对前面突击队的支撑就越强， 基础往

下做得越深， 往上的突击队效率就越

高，而且永无止境。 ”谢永林说。

从“四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中最先

受益的，是平安银行。

2020

年，平安银

行金融主账户新增

AUM

（资产管理规

模）

1385

亿元。 去年综合金融渠道贡

献给银行零售的客户数净增

301

万

户，同比增加

21%

。

“四通一平”的建立，未来对于团

金会也有帮助。谢永林还透露，未来团

金和个金也将在很多地方尝试打通。

信用卡在场景中突破

后台的打通是为了支持前方部队

在市场上“打粮食”。平安的策略是，以

金融账户为切入点，结合生态圈运营，

创新场景化营销方式， 占领市场。 其

中，信用卡是重要抓手，也是谢永林今

年要改造和突破的地方。

在谢永林看来，车主卡的数量还

是太少，车主卡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

客群来经营。 比如，中石油和平安银

行共建生态、共享场景的做法；又如，

平安和京东数科联合推出的白条卡，

在客户授权下共享数据，平安的金融

能力与京东的电商能力共享，共建权

益，共担责任，这类批量化获客、场景

化经营的做法，未来可以延展的故事

有很多。

对于信用卡市场面临存量博弈的

现象，谢永林表示，信用卡的未来在于

数据驱动下的精准营销和服务、 分群

分类的营销和服务。存量竞争下，产品

要做到极致，服务要分层分类，还要建

立品牌。

未来， 分群分类地给用户权益和

服务变得更重要， 一套权益再无法让

所有用户都喜欢。

2020

年平安银行已

经实现“卡权分离”，把信用卡和权益

进行分离， 每年用户可以在组合包里

自由选择。

“要把存量市场当增量市场来经

营。对别人来讲是存量市场，对你而言

可能就是增量市场。 ”谢永林说。

据了解，去年，平安银行全年新发

信用卡

1000

万张， 其中近

90%AI

自

动审批。

银保将保持相对独立

1997

年， 平安与麦肯锡的合作，

在战略制定、 组织变革和文化塑造方

面全面改革，奠定了后

10

年的发展基

础。此举被称为平安“花钱请人革自己

的命”。

2019

年， 平安再次开启寿险改

革，在产品、渠道、营销体制方面重

塑。 此举在外界看来，也有自我革命

的味道。

银保是利益纠葛很深的业务领

域之一。 对保险公司而言，银行虽有

优质客群，但是渠道费用也高，并不

是一个业务价值高的销售渠道。 对于

银行而言，作为渠道，更有动力选择

贡献中间收入高的保险公司合作，同

时银行还会对保险公司的服务有着

高要求。

多年来，在业界，除了银行系保险

公司在银保业务上略有开拓基础之

外， 并没有哪家探索出特别好的共赢

方案。 过去，无论是平安保险，还是平

安银行， 在银保业务上做的规模都不

是很大。

在采访中， 谢永林谈到平安银保

改革方向时表示，经过半年推动，平安

已全面完成银保组织、 队伍的改革和

重组，实现了平稳过渡。

未来，银保业务将探索一条相对独

立的路径，从产品到队伍、科技和服务

都与传统寿险的银保业务相对独立。

之所以要独立，是基于一个判断：

未来中国的银保市场会走向独家代理

的模式，类似于香港和欧洲。 从业务逻

辑的层面看， 银行保险是银行的财富

管理客户及私人银行客户进行配置的

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银保的服务体系、

产品设计， 都应根据客户的整体情况

来做，不适合割裂开来，或者在单独某

个地方服务。

谢永林表示，未来，银保业务如

果是和平安银行合作，它的服务体系

就要融入到平安银行的服务体系里

面来；如果和其他银行合作，它就要

能融入到其他银行的零售客服体系

里去。 它必须成为单独的系统，是组

件式、插件式的，跟哪个银行合作，

就要能把它的服务体系赋能到哪个

银行。

在谢永林看来， 这个思路是未来

银保业务的大方向。

2021

年，银保业务

也是平安银行要重点突破的领域。 具

体做法上，包括引入一批高精尖队伍，

让他们从销售保险开始， 同时驱动私

行业务、 个人金融业务，“这既是新银

保，又是新私行”。

2020

年， 平安银保保费

223.9

亿

元，同比增长

24.5%

；其中首年保费

91

亿元，同比增长

56%

。 据了解，去年平

安对银保进行了不小的改造， 原有团

队人数大幅减少。 这个场景在平安并

不陌生。

2018

年，平安信托财富事业部

并入平安银行私人银行，

1200

人从信

托迁徙至银行， 成为平安银行发展高

净值客户的重要阵地。

历史上， 平安的银保改革经历过

多次调整，但是越调整目标越清晰，即

站在距客户更近的角度想问题， 以客

户出发点构建销售模式， 而非渠道为

王， 或是本位主义地把客户留在某个

体系内。

在平安众多需要打破坚冰的改革

中，银保改革只是其中一项，但可由此

窥见改革道路之难。未来，

33

岁的平安

如何完成自我迭代， 昔日的锐意进取

还在不在，平安能否改变平安，是外界

期待最多的地方， 也是新一任总经理

谢永林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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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银行董事长

增持自家股票

证券时报记者 段久惠

2

月

9

日，苏农银行（

603323.SH

）

公告称，截至

2021

年

2

月

8

日，该行

董事长徐晓军个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46.28

万股、 累计增持金

额

218.70

万元，占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金额下限的

109.35％

， 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

接近苏农银行的核心人士向证

券时报记者透露，“（增持原因是）看

好银行后续发展。”

1

月

24

日晚间，该

行曾公告，董事长徐晓军计划自

2021

年

1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 以自有资

金增持不少于

200

万元人民币公司

A

股股份，拟增持公司股份价格不设

区间。

公告显示，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

前， 徐晓军尚未持有公司股份；增

持计划实施完成后，徐晓军持有公

司股份

46.28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257％

。此外，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

资价值的认同，徐晓军自愿承诺将

上述所持股票自买入之日起锁定

三年。

公开信息显示，去年

9

月份，经过

换届， 徐晓军被选举为苏农银行新一

任董事长，上任以来多次提出“力争用

五年时间再造一个苏农银行” 的战略

目标。 据苏农银行业绩快报，

2020

年

度该行营业收入

36.92

亿元， 同比增

长

4.85％

；净利润

9.56

亿元，同比增

长

4.71％

。

作为吴江地区营业网点数量最

多、覆盖面最广的商业银行，苏农银

行的存款及贷款市占率稳居当地前

列。 截至

2020

年末， 公司总资产

1387.74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0.18％

，

总贷款

786.71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15.30％

；总存款

1066.86

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11.18％

。

近期银行板块二级市场向暖，多

只银行股均获得了机构资金增持，无

锡银行、平安银行等获得知名机构及

投资人调研。 业内人士认为，信贷需

求旺盛叠加信用条件收敛，带来银行

贷款定价企稳走高；同时，看好资产

质量存量包袱消化、经营稳健性好于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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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众所周知，平安银行的定位是“零售

银行” 。 而身为平安集团总经理兼平安银

行董事长的谢永林牵头协调集团整体的个

金业务，会给已 8 周岁的平安银行带来哪

些新的想象空间呢？

带着这个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

谢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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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团总经理谢永林

上海保险业发力

科技贷和微贷通

证券时报记者 段久惠

2

月

9

日， 证券时报记者从上海

银保监局获悉，截至

2020

年末，上海

地区共计

25

家财险公司向约

1.5

万

家企业，以及一线医务工作者、交警、

生物科技工作者等开展了保险赠送

活动， 涉及

1060.95

万人次；

32

家人

身险公司赠送

182

款包含新冠肺炎

相关责任的保险产品， 涉及

1357.69

万人次。

同时， 上海保险业通过加强政

银保三方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融

资增信，并加大保单质押贷款支持

小微企业。 其中，截至

2020

年末，

通过“科技贷”和“微贷通”项目累

计服务

3043

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支持贷款

112.15

亿元；辖内

6

家人

身险公司共为

1.5

万个小微企业主

提供超过

8

亿元的保单质押贷款

支持。

此外，上海保险业探索开展专利

保险、商标保险以及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保险等，助力知识产权融资。 据了

解，截至

2020

年末，专利综合保险为

上海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承保累计

5333

件，服务

558

家企业，提供风险

保障

1.61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