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保险中期业绩出炉 上半年保费增长逾三成

本报记者 薛瑾

8月26日，新华保险召开中期业绩发布会。 2020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总保费968.79亿元，同比增长30.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18亿元；年化总投资收益率5.1%，同比提升0.4个百分点。

据新华保险管理层介绍，公司目前没有下调全年目标的打算，将继续推进“一体两翼，科技赋能”发展布局，更加聚焦高价值业务的发展，推动全年价值目标的达成。

资产质量总体健康

2020年上半年，新华保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68.79亿元，同比增长30.9%，增速在五大上市险企行列中处于领先水平。 保费细分来看，长期险首年保费298.62亿元，同比增长155.0%；长期险首年期交保费134.60亿元，同比增长15.1%；续期保费626.95亿元，同比增长7.4%；短期险保费43.22亿元，同比增长11.3%。

2020年上半年，新华保险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18亿元，同比下降22.1%。 “净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国家对于保险业的佣金、手续费扣除的税务政策利好，将去年同期的基数抬得比较高” 。 新华保险副总裁、首席财务官杨征表示。

投资收益方面，新华保险管理层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剧烈。 在复杂、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紧密围绕绝对收益目标，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有效应对资本市场波动。

公司实现年化总投资收益率5.1%，同比提升0.4个百分点。 据介绍，债权型金融资产投资依旧是公司资产配置的主要方向，截至上半年末，公司债权型金融资产投资金额为5544.99亿元，在总投资资产中占比为61.6%，占比较上年末下降4.0个百分点。 股权型金融资产投资金额为1844.33亿元，在总投资资产中占比为20.5%，占比较上年末提高1.8个百分点。

新华保险总裁李全表示，公司目前资产质量总体非常健康，未发现重大风险。 现有持仓主要以利率债为主，国债、国开债、地方债等在固收资产中占绝大部分比例。 非标资产投资方面，公司采取诸多征信措施，通过担保、征信、抵押等增加了资产安全性。

全年目标暂不下调

李全在业绩会上表示，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下调全年目标的打算。 据他透露，下半年，新华保险将更加聚焦高价值业务的发展，充分利用疫情影响逐步减弱客户健康保障需求释放的契机，加大保障型业务推动的力度，升级健康险的主打产品，推出高价值年金险和附加险产品，推动全年价值目标的达成。

据 管 理 层 介 绍 ， 今 年 下 半 年 ， 新 华 保 险 将 继 续 推 进 “一 体 两 翼 ， 科 技 赋 能 ” 发 展 布 局 ，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 持 续 回 归 本 原 ， 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

一是加速产品创新，推进产业协同。 继续探索市场化产品开发机制，加强产品形态和组合创新能力，通过产品创新与迭代升级，支持业务发展并成为康养产业协同纽带，有效促进获客、养客和蓄客。

二是严控 投资风 险，把握 配置机遇 。 强化投 资风险 意识与 合规意识 ，优化资 产配置 结构 ，守住 风险底 线 ；同时 ，把握疫 情带来的 结构性 投资机 会，发挥 保险资产 特点，尤 其是在 服务实体 经济与 民生建 设方面 ，做好中长 期布局 。

三是强化创新应用，推进科技赋能。 全面提升销售支持、客户服务以及运营作业三大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同时，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开发效率，通过关键项目实施，集中突破，积累经验、复制推广。

四是强化合规经营，筑牢风控底线。 进一步健全风险监测、分析与预防机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与审计监督，并贯穿业务发展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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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8月26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8月26日）

□本报记者 薛瑾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86.79 86.75 0.04 0.04

商品期货指数

1153.77 1161.06 1161.11 1150.88 1152.98 8.08 0.7

农产品期货指数

868.63 876.21 876.26 866.28 868.61 7.6 0.88

油脂期货指数

534.15 542.59 542.61 531.08 534.8 7.8 1.46

粮食期货指数

1408.37 1419.3 1419.59 1407.18 1408.23 11.07 0.79

软商品期货指数

675.69 679.22 679.59 674.66 675.61 3.61 0.53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86.88 1192.47 1192.65 1183.39 1185.41 7.06 0.6

能化期货指数

530.78 531.91 532.54 529.4 530.13 1.78 0.34

钢铁期货指数

1723.57 1735.49 1735.95 1716.84 1722.55 12.94 0.75

建材期货指数

1255.83 1262.98 1264.71 1252.3 1254.6 8.39 0.67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22.99 930.65 919.66 929.8 4.01 925.29

易盛农基指数

1217.63 1224.43 1214.13 1222.84 2.65 1219.07

26日主力资金净流出近800亿元

无惧市场震荡 机构研判逢低布局正当时

□本报记者 吴玉华

8月26日，上证指数下跌1.30%，深证成指

下跌1.76%， 创业板指下跌2.13%。 两市超

3200只个股下跌，题材板块多数表现低迷，环

保板块逆市上涨，多只环保股涨停。

部分机构表示，A股市场向上的空间和动

能仍然突出，大幅下挫可能性不大，投资者没

有必要恐慌， 反而可以利用市场震荡机会进

行布局。 短期内，成交量依旧没有显著提升的

迹象，仍需等待市场人气的恢复。

主力资金净流出

8月26日，A股市场出现调整，下跌个股数

量超过3200只，31只个股跌停，上涨个股数为

686只，35只个股涨停。

从资金面上来看，Wind数据显示， 北向

资金在连续三个交易日净流入后出现净流

出，当日净流出11.77亿元，其中沪股通资金净

流入2.28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出14.05亿元。

主力资金方面，Wind数据显示， 当日两市主

力资金净流出795.66亿元，3140只个股出现

主力资金净流出，仅有804只个股出现主力资

金净流入。

Wind数据还显示，申万一级28个行业当

日均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 电子、非银金融、

计算机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 分别

净流出163.64亿元、85.35亿元、76.78亿元。

对于26日市场的调整， 华辉创富投资总

经理袁华明表示， 此前数日央行连续释放流

动性的举措告一段落， 未来两天是上市公司

中报的最后披露期， 大量的公司财务数据会

在此期间公布，市场不确定性加大导致投资者

心态波动，进而导致了调整。

A股向上动能仍然突出

在主力资金净流出近800亿元，市场出现

一定回调的情况下， 对于当前市场如何来看？

对此袁华明表示， 中国经济表现出的韧劲、货

币环境对市场流动性的支持、资本市场改革对

投资者情绪的带动、疫情和外部环境边际冲击

正在减弱等因素都决定了A股市场向上的空

间和动能仍然突出， 大幅下挫可能性不大，投

资者没有必要恐慌，反而可以利用市场震荡机

会进行布局。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半年报的业

绩披露和有利于科技成长创新创业企业的政

策举措边际效应递减，市场存在着热点切换和

风格调整的可能性。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光表

示，除金融地产等部分周期股外，全市场平均

估值水平偏高，也是调整的原因。 市场会进入

一段震荡时期， 在选股上要着重价值和估值

的平衡， 避免追逐热点概念和资金过分抱团

的行业。

万和证券表示，当前市场仍有扰动因素干

扰，市场缺乏持续上行的驱动力。 短期来看市

场仍将保持结构性行情。 行业方面可关注券

商、消费、传媒、新基建等板块。

国元证券表示，短期内的市场成交量依旧

没有显著提升的迹象，仍需等待市场人气的恢

复。 与此同时，诸多因素放大了短期市场的波

动，规避短期内的市场风险仍然十分必要。 短

期可重点关注部分板块中期业绩修复的迹象，

特别是绩优与低估值的板块。

关键指标隐现拐点

“猪周期” 终场哨响渐行渐近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在供应偏紧张格局下，6月以来， 生猪市场

价格止跌反弹， 近期在38元/公斤附近高位震

荡。 另一个重要的指标———生猪存栏数据隐现

拐点：7月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增幅为4.0%，同

比增幅扩大至20.3%。这是否意味着猪价上涨趋

势进入尾声？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生猪距离产能释放高

峰期越来越近，限制了生猪市场价格继续走高，

但偏紧张的供应格局也封杀了近期的下跌空

间。 与此同时，饲料、防疫及仔猪成本等均有抬

高，对猪价仍存在支撑。 预计近期生猪市场价格

将维持高位震荡，长期来看，猪价有望逐步进入

下行区间。

三因素促猪价反弹

因养殖端大猪恐慌性出栏后惜售心理增强，

标猪供应偏紧叠加疫情影响下我国进口肉检验

更加严格，6月以来， 生猪市场看涨信心倍增，生

猪市场价格止跌反弹。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

月26日，全国外三元生猪出栏均价为37.44元/公

斤，前期高点则为7月中旬的38.84元/公斤。

卓创资讯生猪分析师王凌云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本轮猪价反弹背后主要是受供应面拉

动。第一，前期由于仔猪成活率较低，叠加春节后

疫情防控因素，市场运输受限，仔猪调运不畅，使

得生猪产能变缓；第二，5月下旬，生猪价格出现

反弹，养殖单位进行二次育肥，叠加夏季生猪生

长速度较为缓慢，导致市场供应偏紧，出现供应

断档现象；第三，6月-7月，我国南方地区强降水

频繁，也使得生猪产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整体供给偏紧仍是支撑生猪价格的核心

因素， 而短期的集中出栏与结构性缺口主导了

短期涨跌行情。”中信建投期货高级研究员魏鑫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但近期产能恢复令生猪市场价格增添了新

的变数。“近阶段，全国大部分地区猪价呈现震

荡偏强态势， 但由于终端消费者对高位猪价接

受能力有限，同时中央储备冻肉接连投放市场，

打压猪价行情，且随着生猪市场产能逐步修复，

生猪市场价格继续走升空间受到限制， 预计较

难突破2019年第四季度的高点40元/公斤水

平。 ”方正中期期货农产品研究员车红婷表示。

存栏拐点短期难改供需格局

生猪养殖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当

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决定了未来10个月左右的生

猪供应量，进而决定了未来市场供求关系。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能繁母猪存栏量

环比增幅为4.0%，同比增幅扩大至20.3%。

对此，王凌云表示，从这一轮即2019年9月

生猪复产开始推算， 由于能繁母猪怀孕到商品

猪出栏至少需要10个月时间，因此今年8月份之

后，生猪出栏量将会呈现上涨态势。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自去年10月份开始

环比转正，意味着今年8月之后生猪市场产能规

模将稳步回升， 有助于缓解市场供应偏紧的格

局。 ”车红婷表示。

王凌云进一步分析说，目前生猪产能恢复主

要遇到两方面的阻碍：一是主要生猪养殖地区对

猪瘟尚未探索出有效的防控措施；二是当前生猪

复产、补栏成本较高，且养殖端对未来市场价格

存在看跌预期，散户群体复产积极性相对有限。

“在生猪市场养殖高盈利及政府鼓励复养

的背景下，养殖企业积极扩增产能，尤其是大型

集团养殖企业凭借资金、养殖技术等优势，复养

进度要好于散户， 且整体北方市场复养要好于

南方。 当前生猪复养进程继续受到猪产业疫情

与二元母猪稀缺等因素影响， 不过目前疫情处

于可控范围内，产能修复进行中。 随着养殖企业

防疫等措施的增强， 猪产业疫情对价格影响相

对减弱，而二元母猪稀缺属性依旧存在，当前后

备母猪中三元杂占比依旧处于高位水平， 制约

生猪产能恢复节奏， 预计短期暂难改变养殖行

业偏紧的格局。 ”车红婷表示。

长期猪价有望进入下行区间

展望后市，多位接受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

短期猪价上涨空间有限， 但震荡偏强的格局预

计不会改变。 长期来看，随着生猪存栏恢复，市

场供应增加，猪价有望逐步进入下行区间。

王凌云表示， 年内生猪价格恐难以触及去

年高点。 从未来供需结构来看，供应方面，一是

关注政策性调控， 储备肉投放市场叠加政策扶

持生猪养殖产业，增加了市场供应；二是关注北

方地区生猪出栏量出现逐渐走高趋势， 叠加二

次育肥因素，未来生猪出栏量将会上量明显。 在

需求方面，受大环境影响，今年生猪需求端整体

欠佳，虽然8月底随着学校开学，以及中秋节、国

庆节的到来， 会对生猪消费产生一定的拉动作

用，但整体看，随着生猪供应端的不断增长，需

求端对价格的拉动作用将会削弱，预计10月-11

月， 生猪价格将会达到30-31元/公斤的阶段性

低位。 步入12月之后，随着南方地区灌肠需求以

及下一年春节前的备货预期提振， 生猪价格有

望震荡上涨至32元/公斤。

魏鑫认为， 由于生猪价格前期高点已经确

立，后市上涨空间料有限。 供需两端均不再支撑

价格大涨， 预期2021年春节前的生猪价格整体

将维持高位震荡态势。

车红婷表示， 目前生猪距离产能释放高峰

期越来越近，限制生猪市场价格继续上升空间。

不过，预计生猪市场价格中枢将维持高位，年内

全国生猪均价将会不低于29元/公斤。 长期来

看，随着产能规模逐渐恢复，“猪周期” 也将逐

步进入下半场，自今年年末至明年，甚至更长时

间，猪价都将处于漫长的下行区间。

欲发7.81亿股A股“补血”

重庆银行今日A股上会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戴安琪

重庆银行8月27日上会接受发审委的考

验。 如果顺利过会，重庆银行将成为今年第二

家在A股成功首次公开募股（IPO）的银行。

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除重庆银行之外，

还有17家银行在A股排队IPO（剔除已过会的

厦门银行），这17家银行均为中小银行。

有提高资本充足率需求

重庆银行本次A股IPO之旅始于2018年，

历时两年多， 重庆银行如今距离成为“A+H

股” 银行仅一步之遥。

招股书显示， 重庆银行已于2013年在港

交所上市交易，本次拟登陆上交所，发行不超

过7.81亿股A股，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数的

19.98%。 重庆银行表示，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

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充实核心一级

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从历年数据来看，重庆银行的确有提高资

本充足率的需求。 财报显示，重庆银行2016年

-2019年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9.82%、8.62%、8.47%、8.51%。 2020年一季度

末，该数据为8.70%，较去年末略有提高。 然

而，据银保监会数据，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

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88%。

资产规模突破5000亿元大关

2019年末， 重庆银行总资产突破5000亿

元，2020年第一季度再增至5112.60亿元。 营

业收入方面，2020年第一季度，重庆银行实现

营业收入33.11亿元，同比增长21.26%。 当季，

重庆银行实现净利润14.06亿元， 同比增长

14.1%；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为13.77亿元，

同比增长13.7%； 平均年化总资产回报率为

1.12%，较上年同期上升0.02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方面，2017年至2019年，重庆银

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35%、1.36%、1.27%；

拨 备 覆 盖 率 分 别 为 210.16% 、225.87% 、

279.83%。 2020年第一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

率 1.27% ， 与上年末持平； 拨备覆盖率

292.31%，较上年末上升12.48个百分点。

头痛的股东问题

除亟需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外，令重庆银行

头痛的还有其股东问题。

根据重庆银行一季报披露，该行内资股前

十大股东依次为：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地

产集团、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力

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大方正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南方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交通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和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然而内资股前十大股东中，有两家股东并

不省心。

8月23日晚，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裁定受

理债权人重庆嘉利建桥灯具有限公司对公司

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力帆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力

帆股份管理人。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于

2020年8月25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

称改为“*ST力帆” 。

无独有偶，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目前也

处于重组中。

根据方正集团管理人2020年8月20日发

布的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进展公

告》，2020年7月31日， 北京一中院裁定对方

正集团、方正产控、北大医疗、北大信产、北大

资源实施合并重整，并指定方正集团管理人担

任方正集团、方正产控、北大医疗、北大信产、

北大资源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

资产质量总体健康

2020年上半年， 新华保险实现原保险保

费收入968.79亿元，同比增长30.9%，增速在五

大上市险企行列中处于领先水平。保费细分来

看， 长期险首年保费298.62亿元， 同比增长

155.0%； 长期险首年期交保费134.60亿元，同

比增长15.1%；续期保费626.95亿元，同比增长

7.4%；短期险保费43.22亿元，同比增长11.3%。

2020年上半年， 新华保险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18亿元， 同比下降

22.1%。 “净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国

家对于保险业的佣金、手续费扣除的税务政策

利好，将去年同期的基数抬得比较高” 。 新华

保险副总裁、首席财务官杨征表示。

投资收益方面， 新华保险管理层指出，受

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资本市场波动

剧烈。在复杂、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紧密围绕绝对收益目标， 审时度势，精

准施策，有效应对资本市场波动。

公司实现年化总投资收益率5.1%，同比提

升0.4个百分点。 据介绍，债权型金融资产投资

依旧是公司资产配置的主要方向，截至上半年

末， 公司债权型金融资产投资金额为5544.99

亿元，在总投资资产中占比为61.6%，占比较上

年末下降4.0个百分点。 股权型金融资产投资

金额为1844.33亿元， 在总投资资产中占比为

20.5%，占比较上年末提高1.8个百分点。

新华保险总裁李全表示，公司目前资产质

量总体非常健康，未发现重大风险。 现有持仓

主要以利率债为主，国债、国开债、地方债等在

固收资产中占绝大部分比例。非标资产投资方

面，公司采取诸多征信措施，通过担保、征信、

抵押等增加了资产安全性。

全年目标暂不下调

李全在业绩会上表示，公司到目前为止没

有下调全年目标的打算。据他透露，下半年，新

华保险将更加聚焦高价值业务的发展，充分利

用疫情影响逐步减弱客户健康保障需求释放

的契机，加大保障型业务推动的力度，升级健

康险的主打产品，推出高价值年金险和附加险

产品，推动全年价值目标的达成。

据管理层介绍， 今年下半年， 新华保险

将继续推进“一体两翼，科技赋能” 发展布

局，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回归本原，促进高质

量发展。

一是加速产品创新，推进产业协同。 继续

探索市场化产品开发机制，加强产品形态和组

合创新能力，通过产品创新与迭代升级，支持

业务发展并成为康养产业协同纽带，有效促进

获客、养客和蓄客。

二是严控投资风险，把握配置机遇。 强化

投资风险意识与合规意识， 优化资产配置结

构，守住风险底线；同时，把握疫情带来的结

构性投资机会，发挥保险资产特点，尤其是在

服务实体经济与民生建设方面， 做好中长期

布局。

三是强化创新应用，推进科技赋能。 全面

提升销售支持、客户服务以及运营作业三大领

域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同时，提升公司研发

能力和开发效率，通过关键项目实施，集中突

破，积累经验、复制推广。

四是强化合规经营，筑牢风控底线。 进一

步健全风险监测、分析与预防机制，完善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 加强内部控制与审计监督，并

贯穿业务发展各个环节。

新华保险中期业绩出炉 上半年保费增长逾三成

8月26日， 新华保险召

开中期业绩发布会。2020年

上半年， 该公司实现总保费

968.79亿元 ， 同比增长

30.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2.18亿元； 年化

总投资收益率5.1%，同比提

升0.4个百分点。

据新华保险管理层介

绍， 公司目前没有下调全年

目标的打算， 将继续推进

“一体两翼，科技赋能” 发展

布局， 更加聚焦高价值业务

的发展， 推动全年价值目标

的达成。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