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平安理财总经理张东：

打造科技型资管机构 搭建“固收+”产品体系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日前，平安银行全资子公司———平安理财收到中国银保监会的开业批复，作为国内股份制银行第五家理财子公司亮相资管市场。 在固收行业从业逾20年，曾先后任平安证券副总经理、平安银行行长特别助理的张东，成

为平安理财首任总经理。

面向百万亿级规模的国内资管市场，平安理财如何从平安集团“母舰”中脱颖而出，打造自己专属的核心竞争力？ 张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平安理财将追求资产长期稳健增值，通过产品创新、专业投研、

高效运营和科技引领，来实现“科技型资产管理机构”和“全品类开放式理财平台”的发展目标。

稳健推进理财产品转型

从获批筹建到如今开门迎客，平安理财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快马加鞭，完成了从人员架构组织到投研体系搭建的一系列动作。

“从过去银行的一个资管部门，到一家独立运行、风险隔离的持牌公司，平安理财克服了一系列挑战。 ” 张东坦言，上半年受到突发疫情的影响，公司开业较预期稍有延缓。 此外，年初在货币宽松的刺

激下，债券市场收益率震荡波动，对整个银行资管产品的净值化转型带来一定压力。

除了应对来自突发疫情的扰动因素，资管新规下理财产品的转型是平安理财筹备期间的重头戏。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平安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6652.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7%。 其中，符合资管新规净值

管理要求的净值型产品规模4030.2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6.7%，新产品占比在股份制银行中处于领先位置。

“目前市场上还有相当规模的老理财，要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之前剩余的16个月时间里完成整改，结构性存款今年也面临有序压降的监管要求，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较大挑战。 ”张东介绍，在筹备平安理财期间，

平安银行稳步推进理财产品转型。一方面，加大新产品发行力度，已经推出符合资管新规的净值化新产品线，涵盖现金管理类、固收类以及通过权益类资产增厚的“固收+”类，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稳妥有序推进存

量保本理财产品及老产品压降工作。

张东表示，虽然银行理财子公司短期受到疫情影响和产品转型的压力，但老理财产品的退出和监管合规的督促，有利于新理财产品的加速承接，公司整体看好目前资管行业的整体转型趋势。

FOF和MOM布局权益市场

在资管新规引导下，国内百万亿级规模的资管市场正在逐渐驶入更加市场化、专业化与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作为国内资管市场份额规模最大的一支生力军，银行系资管被市场寄予厚望。

在张东看来，与银行本身的信贷文化不同，理财子公司要积极拥抱资管文化，而资管文化的核心是客户利益至上。 平安理财致力于成为一家平台型资管机构，依靠好的系统、产品来提升客户的信任度。

“基于理财客户对资产长期稳健增值需求的特点，结合我们自身的优势，加大了固收策略投资体系的建设，重点打造了‘固收+’的产品系列。”张东介绍，从产品系列上，以固收策略为主打的产品已经募集完成并成功运转，这是交易策略在理财产品上的首次尝试，创行业先

河。

除固收策略之外，记者了解到，与不少理财子公司选择直接参与权益市场投资不同，平安理财采取了一套相对稳健的“打法” ，主要通过FOF和MOM布局权益市场。

“如果把基金公司比喻成牧场，把基金经理比作奶牛的话，我们暂时不会自己建牧场和养奶牛，而是直接买牛奶。 ”张东介绍，平安理财在筹备过程中吸纳了不少来自证券公司、大型公募基金的专业人才。但相较于一些

大型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资市场积累、团队合作经验相对匮乏，也没有经历过太多市场周期变换的历练，因此公司决定先和市场上最优秀的机构合作，去寻找市场上最好的基金产品、最好的管理人和最好的

投资策略。

张东介绍，目前平安理财团队架构中已经设立了一支专攻基金研究及投资的“平安优选”资深团队，聚焦FOF、MOM投资及基金优选。凭借“组合投资+财富管理”的双擎驱动模式，发挥其在基金领域深厚的投研能力，

为平安理财“固收+” 、FOF、MOM产品投资业绩添砖加瓦的同时，也为平安银行基础零售、私钻及海外的客户输出各具特色的基金优选组合。

践行科技赋能

近年来，随着平安集团持续加码金融科技应用，科技赋能已经成为整个平安的“金字招牌” 。 作为集团内被寄予厚望的一家子公司，平安理财在科技应用方面的实践应用为其增添了鲜明特色。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家科技型的资管公司。 ”张东表示，平安理财将充分利用平安集团科技力量与人才优势，持续推进作业流程线上化、经营分析数据化、投资决策辅助智能化。

张东透露，在前期公司投研团队组建的过程中，公司会整体偏向于去录用一些具有科技背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人才，主要是为了适应未来被动投资的大方向。

在资产管理方面，平安理财引进了平安集团债券智能投研平台（KYZ），辅助投研决策并沉淀投研能力。同时，依托平安集团“领航”交易系统，平安理财可以实现策略构建+毫秒级交易。 此外，在充分运用KYZ、AI科技 、

大数据等科技的基础上，平安理财还围绕零售客户的全生命周期、全生活场景，以及机构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场景，打造全品类、丰富完善的产品体系以及全球视野的投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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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9月15日）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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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6 86.48 -0.11 -0.13

商品期货指数

1179.51 1175.04 1183.59 1174.9 1178.54 -3.5 -0.3

农产品期货指数

913.94 913.57 917.64 911.88 914.6 -1.03 -0.11

油脂期货指数

580.17 579.59 585.06 577.72 581.49 -1.9 -0.33

粮食期货指数

1488 1484.21 1492.99 1476.49 1486.28 -2.07 -0.14

软商品期货指数

680.42 680.86 684.07 679.45 679.69 1.17 0.17

工业品期货指数

1196.46 1189.84 1201.11 1189.51 1195.86 -6.02 -0.5

能化期货指数

526.35 527.74 531.18 526.35 526.74 1 0.19

钢铁期货指数

1754.09 1723.37 1764.71 1722.88 1753.96 -30.59 -1.74

建材期货指数

1242.4 1227.9 1248.34 1227.85 1243.55 -15.6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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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47 938.58 931.54 937.12 8.36 935.16

易盛农基指数

1229.39 1240.91 1229.39 1238.99 10.38 1236.96

“圣女” 现身 农产品蠢蠢欲动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拉尼娜现象通常会对多种

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它会为澳

大利亚等国带来更多降水，为全

球粮食市场带来减产预期，从而

推升粮食价格。据美国气候预测

中心称， 拉尼娜现象已经形成。

市场人士表示，这种天气现象会

影响大豆、油菜籽、糖、咖啡等多

种农产品的生产。

上一次拉尼娜来临是在

2011年，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发布的世界粮食价格指数上

涨了近四成。 拉尼娜再次现身，

会否掀起全球农产品的天气市？

本周以来， 国内商品市场油脂、

白糖期货价格大涨，显示有资金

已经蠢蠢欲动。

拉尼娜掀波澜

拉尼娜在西班牙语中则代

表“小女孩，圣女” ，特指赤道

太平洋一些区域的海水异常变

冷的现象。

根据我国国家气候中心的

定义，当赤道中、东太平洋(Ni-

no3.4区， 即西经120度至170

度、南北纬5度之间的区域)海温

较常年偏低0.5摄氏度， 即进入

拉尼娜状态， 若持续5个月，则

判定为一次拉尼娜事件形成。

近期不少国际气象机构提

出警告， 指出2020年秋冬季的

确可能有一次拉尼娜现象形

成。 根据澳大利亚气象局的分

析数据， 在8月末的一周里，热

带中东太平洋很多地方的表层

海水温度已经处在明显偏低状

态， 甚至于部分地区偏低已经

超过了1摄氏度。

“8月份全球气候处于拉尼

娜状态， 据美国大气海洋局

NOAA预测， 冬季延续拉尼娜

的概率是75%。 对大豆而言，冬

季是南半球巴西、 阿根廷等国

的大豆生长季节， 一旦发生拉

尼娜现象，这可能造成巴西、阿

根廷大豆干旱减产， 国际大豆

价格大幅上升。” 国投安信期货

农产品研究员杨蕊霞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一德期货白糖分析师李晓

威认为：“据报道， 这次拉尼娜

天气主要发生在东南亚和澳大

利亚，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三大食

糖出口国， 虽然其地位比较重

要，但产量并不太高，因为巴西

的出口量就占到全球50%以上，

再加上泰国，两国出口量占全球

的70%以上，其他国家出口比例

都不太高。 巴西新榨季大幅增

产， 它会大量出口补给全球供

应。 对于糖市，更需要关注的是

超过平均水平的干旱，像泰国去

年减产43%就是因为干旱。 ”

油脂白糖谁更牛

从历史上来看，拉尼娜现象

通常会导致国际大豆价格上涨。

“2011-2012年度，拉尼娜

持续时间长，程度严重，2012年

春季至夏季，南半球及北半球大

豆都出现了较大的农作物损失，

国际大豆价格上涨至历史高

位。 ”杨蕊霞表示。

相比之下， 白糖受到影响

较小。 李晓威表示，拉尼娜和厄

尔尼诺这两种比较极端的天

气，通常带来干旱和洪涝。 如果

持续时间很短的话， 对甘蔗生

产其实影响不大。 如果干旱积

累到一定程度， 可能带来更大

影响。 当前正处于甘蔗和甜菜

的生长期， 后期需要大量的降

水和足够高的温差来提供足够

的生长条件。 天气对甘蔗的影

响需要具体来看， 它不像其他

农产品比如大豆、油菜，一旦发

生洪涝或干旱天气， 受到的影

响就很明显， 甚至可能是大面

积减产。

李晓威表示：“可能你看到

这一片甘蔗地被泡了，但很快水

降下去了，对它影响并不大。 当

前这个阶段是它的生长增高期，

如果水分足够的话，会让甘蔗在

短时间内长得特别高，从而提升

整体的产量。如果后期温差足够

大，也就是干旱的时候，则有助

提高糖分。 ”

在当前时点，巴西处于生产

阶段， 还没有达到生产高峰，泰

国、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处于甘蔗

生长期，还没有正式开榨。

“9月下旬， 国内外甜菜将

陆续开榨。今年糖市整体情况是

供应有所增加， 需求有一些减

少；即将开始的新榨季，预计除

了巴西榨糖量大增外，其他国家

都将持稳。 ” 李晓威分析，澳大

利亚的甘蔗是种植在沿岸地区

的，所以每当出现拉尼娜或厄尔

尼诺这种比较大型的全球恶劣

天气时，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每次天气炒作都是从澳

大利亚开始的。 ” 李晓威表示，

目前来看，东南亚产糖国整体极

端天气现象不是特别明显。

天气市带来炒作空间

国内农产品市场会否重演

2011年的牛市行情？ 天气市炒

作空间有多少？

本周以来， 在天气市炒作

氛围中，油脂油料、白糖等期

货品种迎来上涨，油脂油料期

货涨势尤为明显。 文华财经数

据显示， 截至9月15日，8月份

以来豆二、菜油、棕榈油、白糖

期货主力合约分别上涨8.1%、

6.3%、10.6%、7.4%。

“国际大豆市场处于强势

上涨状态中， 这一方面是基于

市场寄望于中国旺盛的采购需

求将延续，另一方面，拉尼娜题

材也给市场带来一定的想象空

间和远期不确定性。” 杨蕊霞表

示， 投资者可积极关注中国实

际采购情况， 以及南半球生长

季是否仍然会有拉尼娜题材支

撑， 投资方面可逢低布局豆粕

长线多单。

李晓威认为，即使是去年泰

国严重的干旱，以及前几年拉尼

娜和厄尔尼诺现象的轮回，对甘

蔗的影响并没有太夸张。台风虽

然会引起甘蔗倒伏，但甘蔗倒了

依然可以生长，且大量降水有利

于甘蔗生长。 对于农产品来讲，

可能其他品种受影响更多一些，

价格波动更剧烈一些。从炒作空

间来看，当前外盘糖价处于中等

偏低的位置，存在较强支撑。 短

期在巴西增产、新榨季开始的背

景下，资金情绪不是太乐观。 如

果资金追逐天气题材，糖价可能

从低位逐步反弹，加上年底消费

高峰提振市场情绪， 若二者共

振，对白糖期货、期权来说是一

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广发银行加大投放 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本报记者 万宇

今年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因疫情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支持显得十分必要，近日，中国人寿集团

成员单位广发银行介绍了该行今年支持

稳企业保就业的相关举措。

疫情发生后，中国人寿集团持续挖掘

和提升保险、投资、银行综合金融服务能

力，全面提高复工复产保障水平。 广发银

行紧密围绕“六稳”“六保” ，及时加大信

贷投放，采取利率优惠，推出“复工贷”

“扶贫贷” 等专项产品，建立绿色审批通

道等政策措施，缓解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

资难题，支持疫后经济复苏重振，支持稳

企业保就业，强化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降低融资成本

广发银行一直以来积极服务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 陆续出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长

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东北振兴、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深圳先行示范区等国家战

略综合金融行动方案，做好金融服务。 今年

上半年，广发银行累计为数十户战略客户新

发放表内外授信约60亿元， 用于支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工作。

以湖南制造业龙头三一集团为例，疫

情以来，广发银行累计向三一集团及其成

员单位投放流动资金贷款26.5亿元， 累计

为三一集团成员单位签发零保证金银行

承兑汇票5.3亿元，累计投资三一集团发行

的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3.1亿元，承销

三一集团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10亿元。 供

应链融资方面，广发银行为三一集团及其

成员单位的上游供应商累计办理商票贴

现4.5亿元，为三一集团及其成员单位的终

端客户投放工程机械按揭1.9亿元。一系列

举措降低了三一集团及相关企业融资成

本，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

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湖北省，广发

银行为武汉分行配置50亿元专项信贷额

度，加大支持受疫情影响特别严重、遇到

暂时困难的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文化娱

乐、住宿餐饮、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客户

的融资需求。该行下调小微企业及金融精

准扶贫贷款的FTP定价。对新发放的湖北

地区企业贷款实施定价优惠，对湖北地区

小微企业贷款额外给予补贴。截至6月底，

两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FTP定价，其中下

调1年期及2年期人民币存贷款FTP定价

20个基点，下调3年期及以上人民币存贷

款FTP定价30个基点。武汉分行减轻客户

利息负担， 为贷款金额约14亿元的企业

办理贷款重新出账流程，贷款利率降幅接

近30%。

精准扶持小微

广发银行还积极做好受疫情影响客

户延期还款工作，支持客户在疫情压力下

顺利度过暂时困难。 持续优化流程系统，

缩短审批时间，完善还款方式，丰富延期

还款方式，满足客户多样需求。 对武汉分

行给予特别帮助，疫情期间由总行代武汉

分行处理延期还款流程，积极支持分行应

对疫情。

该行推广完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专

属产品，其中全线上人工智能审批信贷产

品 “税银通” 2.0已在广东省内分行和苏

州、杭州、武汉等22家分行推广，申请客户

数2.3万户，批复授信额度超过25亿元。 在

武汉分行推出“复工贷” 产品，截至6月

底，批复授信额度超过4000万元，贷款余

额超过1700万元。 针对具有持续经营能

力、有市场订单、承诺就业岗位基本稳定

的小微企业， 通过标准化产品办理单户

1000万元（含）以下授信业务的，客户准

入标准、额度、期限等授信条件可临时执

行差异化信贷政策。

□本报记者 齐金钊

稳健推进理财产品转型

从获批筹建到如今开门迎客， 平安

理财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快马加鞭，完

成了从人员架构组织到投研体系搭建的

一系列动作。

“从过去银行的一个资管部门，到

一家独立运行、风险隔离的持牌公司，平

安理财克服了一系列挑战。 ” 张东坦言，

上半年受到突发疫情的影响， 公司开业

较预期稍有延缓。此外，年初在货币宽松

的刺激下，债券市场收益率震荡波动，对

整个银行资管产品的净值化转型带来一

定压力。

除了应对来自突发疫情的扰动因

素， 资管新规下理财产品的转型是平安

理财筹备期间的重头戏。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6月末，平安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

余额6652.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7%。

其中， 符合资管新规净值管理要求的净

值型产品规模4030.22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56.7%，新产品占比在股份制银行中处

于领先位置。

“目前市场上还有相当规模的老理

财， 要在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之前剩余

的16个月时间里完成整改， 结构性存款

今年也面临有序压降的监管要求， 这对

整个行业来说都是较大挑战。 ” 张东介

绍，在筹备平安理财期间，平安银行稳步

推进理财产品转型。 一方面，加大新产品

发行力度， 已经推出符合资管新规的净

值化新产品线，涵盖现金管理类、固收类

以及通过权益类资产增厚的 “固收+”

类，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另一方面，稳妥

有序推进存量保本理财产品及老产品压

降工作。

张东表示， 虽然银行理财子公司短

期受到疫情影响和产品转型的压力，但

老理财产品的退出和监管合规的督促，

有利于新理财产品的加速承接， 公司整

体看好目前资管行业的整体转型趋势。

FOF和MOM布局权益市场

在资管新规引导下， 国内百万亿级

规模的资管市场正在逐渐驶入更加市场

化、专业化与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作为国

内资管市场份额规模最大的一支生力

军，银行系资管被市场寄予厚望。

在张东看来， 与银行本身的信贷文

化不同， 理财子公司要积极拥抱资管文

化，而资管文化的核心是客户利益至上。

平安理财致力于成为一家平台型资管机

构，依靠好的系统、产品来提升客户的信

任度。

“基于理财客户对资产长期稳健增

值需求的特点， 结合我们自身的优势，加

大了固收策略投资体系的建设，重点打造

了‘固收+’的产品系列。 ”张东介绍，从

产品系列上，以固收策略为主打的产品已

经募集完成并成功运转，这是交易策略在

理财产品上的首次尝试，创行业先河。

除固收策略之外，记者了解到，与不

少理财子公司选择直接参与权益市场投

资不同， 平安理财采取了一套相对稳健

的“打法” ，主要通过FOF和MOM布局

权益市场。

“如果把基金公司比喻成牧场，把基

金经理比作奶牛的话， 我们暂时不会自

己建牧场和养奶牛，而是直接买牛奶。 ”

张东介绍， 平安理财在筹备过程中吸纳

了不少来自证券公司、 大型公募基金的

专业人才。但相较于一些大型公募基金，

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资市场积累、

团队合作经验相对匮乏， 也没有经历过

太多市场周期变换的历练， 因此公司决

定先和市场上最优秀的机构合作， 去寻

找市场上最好的基金产品、 最好的管理

人和最好的投资策略。

张东介绍， 目前平安理财团队架构

中已经设立了一支专攻基金研究及投资

的 “平安优选” 资深团队， 聚焦FOF、

MOM投资及基金优选。凭借“组合投资

+财富管理” 的双擎驱动模式，发挥其在

基金领域深厚的投研能力， 为平安理财

“固收+” 、FOF、MOM产品投资业绩添

砖加瓦的同时，也为平安银行基础零售、

私钻及海外的客户输出各具特色的基金

优选组合。

践行科技赋能

近年来， 随着平安集团持续加码金

融科技应用， 科技赋能已经成为整个平

安的“金字招牌” 。 作为集团内被寄予厚

望的一家子公司， 平安理财在科技应用

方面的实践应用为其增添了鲜明特色。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家科技型的

资管公司。 ” 张东表示，平安理财将充分

利用平安集团科技力量与人才优势，持

续推进作业流程线上化、 经营分析数据

化、投资决策辅助智能化。

张东透露， 在前期公司投研团队组

建的过程中， 公司会整体偏向于去录用

一些具有科技背景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人

才， 主要是为了适应未来被动投资的大

方向。

在资产管理方面， 平安理财引进了

平安集团债券智能投研平台（KYZ），辅

助投研决策并沉淀投研能力。 同时，依托

平安集团“领航” 交易系统，平安理财可

以实现策略构建+毫秒级交易。 此外，在

充分运用KYZ、AI科技、大数据等科技的

基础上， 平安理财还围绕零售客户的全

生命周期、全生活场景，以及机构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场景，打造全品类、丰富完善

的产品体系以及全球视野的投顾策略。

日前， 平安银行全资子公司———

平安理财收到中国银保监会的开业批

复， 作为国内股份制银行第五家理财

子公司亮相资管市场。 在固收行业从

业逾20年，曾先后任平安证券副总经

理、平安银行行长特别助理的张东，成

为平安理财首任总经理。

面向百万亿级规模的国内资管市

场，平安理财如何从平安集团“母舰”

中脱颖而出， 打造自己专属的核心竞

争力？ 张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 平安理财将追求资产长期

稳健增值，通过产品创新、专业投研、

高效运营和科技引领，来实现“科技

型资产管理机构” 和“全品类开放式

理财平台” 的发展目标。

平安理财总经理张东：

打造科技型资管机构 搭建“固收+” 产品体系

中国人寿综合金融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本报记者 程竹 实习记者 王方圆

加速回暖、不降反升、逆势而上……

这些都是出现在长三角企业身上的高频

词。 近日，记者在中国人寿组织的“综合

金融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

设” 调研中了解到，中国人寿金融保险综

合服务已深度融入长三角建设。

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中国人寿集团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存量投资规模达

2967亿元，集团成员单位广发银行区域内

各项贷款余额达4298亿元，中国人寿财险

为区域内重点项目提供风险保障超1.47

万亿元。

解企业燃眉之急

经历短暂的疫情冲击后，中电熊猫集

团蹄疾步稳、加快发展，这其中离不开中

国人寿的快马驰援。

在南京中电熊猫园区，厂房生产线机

组齐开，智能机械臂大显身手。 “我们很

快就复工达产了， 销售情况也加速回

暖。 ” 中电熊猫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广

发银行南京分行为我们提供融资支持，有

效降低融资成本。目前中电熊猫集团已初

步形成了通讯、雷达、电子对抗、关键元器

件、3C终端产品、系统集成及智能电子产

品、照明产品、现代服务业八大产业。

以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广发银行

为例，截至8月末，在长三角、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12家一级分行人民币各项贷

款余额超过6330亿元， 较年初增长571亿

元，增幅高于全行平均增幅。 其中长三角

地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4216亿元，较

年初增长323亿元。

加大长三角区域资金投入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 中国人寿

集团深信，只有与企业共同成长、共度时

艰，才能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王滨强调，要

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放在更加重要

位置，按照“三核为重、多点推进” 的投

资布局要求， 加大在长三角区域的资金

投入。

中国人寿正在筹备设立上海 （长三

角区域）投资中心，通过积极参与区域内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科技等重

点领域投资， 强化国有资本示范引领作

用； 建成苏州国寿嘉园·雅境项目一期并

投入运营，并在上海、杭州、合肥、成都等

多地储备或新增养老项目， 服务长者，服

务社会。

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人寿寿险公

司存量另类投资项目累计签约规模 （含

自营和委托）达13373.12亿元，其中，上

半年新增签约规模 （含自营和委托）达

676.55亿元。今年以来公司签署认购大养

老基金LP份额99.9亿元。该基金专注于养

老产业领域投资， 包括持续照料退休社

区、城市核心区精品养老公寓、社区居家

养老等实业资产，以及养老产业链上下游

符合产业链延伸方向且监管机构允许的

产业或业态的投资。

中国人寿财险公司2020年上半年累

计为4633家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58.82

亿元。 同时，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期间，积

极通过相关业务为小微民营企业获取融

资提供增信服务，累计支持小微民营企业

融资2.72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人寿养老险

公司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

建设方面的另类资产投资存量规模超

510亿元，投资项目超110个。通过基础设

施债权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信托计划等

多种方式参与云南、四川、贵州、湖北、安

徽、江苏、上海等长江沿线省市的基础设

施、交通、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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