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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保险公司陆续交出
今年上半年成绩单，在监管引导

“保险姓保”后，保障型产品的需
求将持续释放，大型保险公司的
优势更加明显。四家保险龙头
公司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
太保、新华保险上半年合计实现
原保险保费收入 9116.88 亿
元。平安保险保费增长领先，其
原保险保费收入3411.49亿元，
同比增长32.91%，中国人寿原保
险保费收入3462亿元，同比增
长18.3%，中国太保原保险保费
收 入 16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13%，唯一下跌的是新华保
险，原保险保费收入612.39 亿
元同比下降13.79%。

平安寿险业务增幅最高
平安保险的寿险业务上半

年实现保费2265亿元，同比增
长约39%，增幅为四家保险公司
中最高，兴业证券分析，平安的
个人寿险独占鳌头，2017年上
半年，公司寿险业务保费收入
分别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的
69.7%，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3个
百分点。从寿险业务保费收入
构成看，2016年上半年，个人寿
险、银行保险及团体保险分别
占 比 87.5% 、7.0% 及 5.5% 。 而
2017上半年个人寿险保费收入
占比为95.8%，较去年同期上升
了8.3个百分点，团体保险保费
收入占比4.2%，较去年同期下降
1.3个百分点。

群益证券分析师廖晨凯认
为，太保寿险上半年原保险收入
为 1105.51 亿 元 ，同 比 增
34.43%，依旧保持较快增长，看
好太保寿险在个险管道方面的
改善，从太保寿险公布的资料

来看，上半年公司个险管道保
费占比已高达96.74%，基本上完
成了高新业务价值率的个险管
道的布局。中国人寿上半年累
计实现保费3462亿元，同比增
18.32%，整体而言相对弱于行
业。中国人寿一直在个险和银
保的建设上同时发力，且近几
年不断加强期交业务，公司保
费收入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

而新华保险上半年保费收
入累计降 13.79%，是四家保险
公司中唯一下跌的，长江证券
认为，受转型影响，降幅逐月改
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新华
保险同比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
保费结构转型，银行渠道趸交
保费大幅下降导致。从单月保
费来看，6月实现保费110.9亿
元，环比大幅上升71%，同比提
升8.6%。由于保费负增长趋势
减缓，同时受益于行业从严监
管风格，新华保险今年前五月

保费市场份额有小幅提升，从
2.3%到3.1%。

财险市场竞争更激烈
在财险上，上半年，平安产

险和太保产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平安
财 险 实 现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1034.4 亿元，同比增长 23.5%，
太保产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525.6亿元，同比增长6.9%。

对于最为引人关注的车险
业务，两家财险公司虽然双双实
现增长，但是在其全部业务中占
比下降。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
改革以来，车险市场竞争更激
烈，后续产险增长情况有待进一
步观察。业内也有观点认为，大
型保险公司都在主动调整业务
结构，提高非车业务占比，车险
业务占比下降符合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兴业证券
注意到，中国平安的非机动车

辆保险占比提升，在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财产保险方面，2016年上半年，
车险、非机动车险及意外与健
康 保 险 业 务 保 费 分 别 占 比
84.3%、12.7%及3.0%，到了2017
年上半年，车险、非机动车险及
意外与健康保险业务保费分别
占比77.6%、19.5%及2.9%。中国
平安提供的非机动车辆保险每
份售价6元，为两轮电瓶车或自
行车在行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伤害事故，提供最高3万元的驾
驶员意外及第三方责任保障。
非机动车辆保险保费占比较去
年有6.8个百分点的提升，主要
受益于共享单车的普及带来的
客户群体的扩张。

市场人士认为，监管引导
“保险姓保”，坚持价值型投资
的大型保险公司，其稳健经营
在行业规范的背景下有望获得
更多的市场份额。

爱建集团重组
标的突变遭问询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在股
权之争和解后，爱建集团披露其
重组标的改为曲靖市商业银行，
重组标的的突然变化又一次引
来了监管问询。

爱建集团公告称，公司正在
进行中的重组标的公司为曲靖
市商业银行，重组采取的交易方
式为以现金方式增资曲靖市商
业银行，由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建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增
资扩股的实施主体。据目前商
洽的意向，爱建信托将成为增资
扩股后的曲靖市商业银行并列
第一大股东，并将以取得实际控
制权为目标。

不过，爱建集团随后就收到
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应当核实
并说明重组标的相关内容“存在
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并要求财
务顾问出具意见，爱建集团早先
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

“一家多元化经营的综合类业务
公司，经营业务涉及金融、城市
开发、休闲旅游、大健康等领
域”。

对此，爱建集团称，公司在
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后，经与
交易对方沟通，初步商议的标的
资产范围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
综合类业务公司，经营业务涉及
金融、城市开发、休闲旅游、大健
康等领域，具体标的待确定。在
初步尽职调查后发现，标的资产
范围内，除拥有金融等资产外，还
拥有类金融投资公司、房地产投
资公司以及控股其他上市公司，
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及相关规定不符；同时时间
上无法满足三个月内形成重组预
案的要求。鉴此，经与交易对方
进一步协商，确定具体标的资产
为曲靖市商业银行。曲靖市商业
银行为一家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金融服务网点覆盖曲靖、昆
明、红河、楚雄等区域。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中国的房地产行
业似乎迎来了变局，一方面是
小型房企生存困难，另一方面
则是大型房企强者恒强。在今
年公布的世界500强名单中，中
国已经有5家房企入围，而其中
的两家绿地控股和中国恒大已
于近日公布了大幅增长的半年
业绩预告。

相比去年
房企排名都有所上升

在最近刚刚公布的世界
500强排名中，中国上榜公司共
115 家，其中有 5 家房地产企
业。分别是：绿地、万科、恒大、
万达，以及首次跻身世界500强
的碧桂园。

从公布的排名数据可以看
出，5家中排名最后的碧桂园是
今年首次进入世界500强，其他
4 家房企排名也都有所提升。
其中，恒大提升最大，较之前提
升了158位。5家房企中，总部

位于上海的绿地控股营业收入
全年第一，排名277，为五家房
企首位，较去年提升34位。从
收入的质量来看，万科利润率
领先为9.18%。

而相较之下，近日，世纪大
交易的主角万达的利润率却出
乎意料得低，仅为 0.39%，较之
2016年7月进入500强时8.88%
的利润率，急剧下滑，按当前汇
率计算，万达去年净利润只有
接近7.5亿元。

碧桂园则是今年首次进入
《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相比于
去年，其今年上半年的销售则
更为抢眼。今年上半年，碧桂
园完成销售金额2889.1亿元，
销售面积3226万平方米，位居
所有房企销售额的首位。

绿地控股
上半年利润总额增三成

7月18日，绿地控股在成
立 25 周年之日发布 2017 半年
度业绩快报，业绩快报显示，绿
地控股 2017 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 1248.2 亿元，利润总额
82.7亿元，较去年分别增长15%
和 30%，半年末总资产 7453 亿
元。经营性现金流情况继续改
善，盈利水平进一步提高。各
项指标均顺利实现上半年预算
目标。

对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
展趋势，绿地控股方面表示，下
半年住宅从严调控的基本格局
仍将持续，而相应地，商办产品
的市场机遇将持续凸显和扩
大。而在投资者比较关注的土
地成本控制方面，绿地控股则
称，将坚持理性拿地。

在战略项目储备方面，绿
地上半年累计新增土地储备项
目21个，土地面积305万平方
米，可建建筑面积 745 万平方
米，总地价逾 191 亿元。在财
务成本管控方面，业绩快报显
示，绿地在资金资源获取上取
得了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总授
信扩盘，灵活运用应收款ABS、
发行美元债等多种融资方式，
整体资金成本从年初的5.45%进

一步下降至5.33%。

恒大预期净利润
为去年同期三倍

在港上市的中国恒大于7
月 25 日晚，发布盈利预告称：
2017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约
为上年同期3倍。按前述预告
计算，2017年上半年，中国恒大
净利润同比增长2倍，应在210
亿元左右。中国恒大将于8月
底正式披露半年度业绩数据。

中国恒大将净利润大增归
因于两方面：其一是期内交楼
物业平均售价提升，且交楼总
建筑面积大增，其二为公司赎
回永续债，提升利润水平，截至
6月底，中国恒大已赎回所有永
续债共计1129亿元。

2017年上半年，中国恒大
销售额约为2440亿元，同比增
七成，完成年度销售目标的
54%。纵观全行业，中国恒大上
半年销售额位列第三，居于碧
桂园、万科之后，此二者销售额
分别约为2890亿、2770亿元。

国内四家保险龙头公司交出中报成绩

原保险保费收入突破9000亿元

中国已有5家房企入围世界500强

上半年房企利润同比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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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用电成本
将下降1000亿元

记者2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获悉，今年我国用电成本将下
降约1000亿元。

发改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
英介绍，今年是我国输配电价改
革力度最大的一年，到6月底，
全部省级电网完成了输配电价
改革，今年改革涉及省份将核减
省级电网准许收入约380亿元。

同时，取消通过电价向普通
用户征收的城市公共事业附加，
减少电费成本约350亿元；取消
电网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
的电气化铁路配套供电工程还
贷电价，涉及金额约60亿元。

“此外，通过扩大电力市场
化交易规模也将降低用电成本，
预计这部分将新增降低成本
180亿元。 据新华社电

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后续产险增长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