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出版试水“立体出版”

由时代出版所属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单位承办的

《与世界同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纪实》 主题宣

传片，亮相2015年联合国（法国巴黎）气候大会。 时代出

版表示，这是公司首试“跨界” 出版，融科技、文化、艺术

于一体，汇集了采、编、摄、制的“立体出版”项目，是中国

出版行业“出版+” 的代表作品。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方菲介绍， 该宣传片

是一部具有国际视角和鲜明时代感的纪实性宣传大

片，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成果更具说服力。时

代出版表示， 该项目是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中

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项目，是实施“立体出版” 的一次

深度尝试。 （李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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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举牌房企 房企涉足保险

房企与险企加快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近期，远洋地产、万科A、金融街等公司

频遭险资举牌。2015年以来，随着利好政策刺

激、房地产市场回暖，险资入股房企脚步明显

加快。 保监会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保险

行业总资产达11.83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16.49%。 按照当前险资持有的房地产资产占

总资产比例30%的上限来看，将有3.55万亿资

金可用于房地产投资。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大

规模保险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 不仅推动资

本和实业跨界融合， 房地产市场格局也将发

生深刻变化。

险资扫货地产股

金融街日前公告称， 收到和谐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和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的通知，截至12月10日，和谐保险通过“和谐

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账户购

买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4.75亿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15.88%。 截至12月10日，安邦人

寿通过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积极

型投资组合” 账户购买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

达到2.73以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2%。 截至

12月10日， 和谐保险和安邦人寿合计持有公

司约25%股份。

实际上， 近期获得险资青睐的房企并非

只有金融街。 根据万科A披露，截至12月4日，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资管计划集

中竞价交易买入公司4.969%股份。 本次权益

变动后， 钜盛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万科A股份

20.008%，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继钜盛华之后，万科A又遭到安邦保险举

牌。 截至12月7日， 安邦人寿购买万科A股份

2.58%；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万科

A股份1.38%； 和谐保险购买万科A股份

0.80%；安邦养老购买万科A股份0.24%。4家保

险公司合计持有万科A的5.0000005%股份。

根据公开资料，安邦人寿、安邦财险、和

谐保险及安邦养老均为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旗下公司。 四家保险公司未签订一致行动

协议或达成一致行动意向， 但因存在的关联

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除了万科A之外， 安邦保险还增持了远

洋地产股份。12月7日，远洋地产公告称，公司

原第二大股东南丰集团于12月4日卖出的

20.5股份被Anbang� Insurance� Group� Co.

, � Ltd及Anbang� Property� &� Casualty�

Insurance� Co.,� Ltd购得。 二者为安邦保险

集团及其投资企业。交易完成后，中国人寿仍

为远洋地产第一大股东，持股29.3%，而安邦

保险持股20.5%成为新晋的第二大股东。远洋

地产的前两大股东被两大险资占据。

房地产配置仍有增加空间

根据Wind资讯统计， 按照申万行业分

类，目前142家A股房企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包

含险资22家，占比超过15%。 中国指数研究院

分析师指出：“保险资金投资海内外房地产企

业的宏观环境不断放松， 是推动险资进军地

产行业的一个因素。 ” 一直以来，保险资金进

入房地产行业需要国家政策的许可。 2009年

新《保险法》增加了投资不动产领域，便于保

险资金投资房地产。2012年，政府允许险资持

有的房地产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的上限为

15%。 2014年， 保监会将这一比例上调至

30%。 海外方面，外汇管制的放松及审批流程

简化， 也为险资布局海外地产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另外，保险行业庞大的资金余额和较低

的投资收益促使其入股房地产企业， 以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优化投资收益。 ” 该分析师指

出。 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保险行业原保

险保费收入超过2万亿元，行业总资产突破11

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高达10.6万亿元。

但长期以来，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受限，保

险公司大量资金投入到了银行存款、债券、基

金等，保险资金投资回报率不高。 而房地产行

业投资金额大、投资期限长、收益稳定的特点

与我国保险资金使用时间长、规模大、现金流

稳定的特性相匹配。

业内人士表示， 房地产行业未来的政策预

期，是险资频频举牌房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近

来央行多次降息降准， 中央继续强调去库存战

略，为楼市释放新一轮政策信号。 同时，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稿出台征求意见， 公积金提

取范围将更广泛，楼市信心得到进一步提振。12

月14日，中央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

农民工市民化， 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

住房制度改革， 扩大有效需求， 稳定房地产市

场。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

认为，未来国家还将会出台更多利好政策，加快

房地产去库存。

在华泰证券分析师谢皓宇看来， 中国保

险业目前40%左右的银行存款配置需要进行

重新配置。 “按照房地产开发周期3年来测

算，3年期定期存款的总利润回报是2.75%，房

地产的利润率平均为15%。 即便是考虑到协

议存款利率会略高于定期存款利率， 但仍然

处在较低水平， 房地产的配置比重有增加的

空间。 ”

推进跨界融合

随着保险资金参与房地产投资日益成

熟，保险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开始与地产公司

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 平安集团近年来频繁

在房地产领域布局，从拿地、入股优质项目、

参与地产股权投资到互联网金融及物流地

产，通过旗下众多子公司，平安组建了庞大的

地产业务板块。 2015年前10月，平安在北京、

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以个体和联合形式

连续竞拍约14块土地，涉及土地出让金额477

亿元。 近日，平安集团联手绿城中国和中交集

团以57亿竞得北京市门头沟永定镇项目，继

续扩大和地产公司在房地产项目开发领域的

合作。

保险企业拿地后， 除了开发办公楼和商

业，养老产业也成为其突出的业务类型。 如泰

康人寿在北京、海南等地建设养老社区，中国

人寿在苏州建设养老社区等。

在险资大规模入股房地产行业进行长期

投资后， 房企也看到了险资在金融领域的固

有优势， 开始逆向发力保险行业来布局金融

平台，拓展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今年以来，

泰禾集团、阳光城、新华联、泛海控股、中天城

投等上市房企宣布设立保险公司。 地产上市

公司通过设立保险公司在获得保险牌照的同

时也可取得廉价、稳定的现金流。

上述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师表示， 险资

将对房地产企业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险

资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可以帮助房地产企业

获得发展与扩张所需的资金及其他资源，形

成资金优势。 另一方面，保险企业进入地产行

业也有利于推动房企轻资产转型， 由险企负

责资金与土地的提供， 地产企业可以将业务

重心更多放在项目营运方面， 摆脱原有全产

业链模式。 最后，保险企业在资产和风险管理

方面先进的管理经验对房地产企业有较强的

借鉴作用。 ”

重庆农商行打造综合经营平台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03618.HK）积极布

局综合化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产品多元化，

逐步实现从单一盈利模式向多元盈利模式

转变。

据重庆农商行人士介绍，重庆农商行积

极尝试打造综合化的经营平台，2012年参股

设立重庆汽车金融消费公司，2014年控股设

立西部首家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渝农商金

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除了参股控股两家非

银行金融机构之外， 重庆农商行在江苏、四

川、云南、广西、福建等地控股设立12家村镇

银行。

在产品线拓展上，重庆农商行在巩固存、

贷、汇业务优势基础上加大对中间业务投入，

推出了基金代销业务和“江渝财富” 等特色

品牌；2014年取得了基础类衍生产品交易资

质，陆续推出了内保外贷、外保内贷、跨境人

民币信用证等系列产品。 截至2015年9月末，

国际结算量33.6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

重庆农商行在县域农村市场具有明显的

区域优势。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表示，重

庆农商行利用改制、上市带来的体制、机制效

应，深耕县域金融，全力助推重庆城乡统筹协

调发展。

在互联网金融的大趋势下， 重庆农商行

推出了一系列适合县域市场客户的金融产

品。 截至2015年9月末，重庆农商行电子银行

账务交易替代率达83.76%， 较年初提高了2.2

个百分点； 移动金融客户数突破350万户，其

中80%为县域客户，累计交易金额达2万亿元。

白云山

成立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基金

12月15日，白云山在广州举行“广药白云山中医药国

际化发展基金”成立仪式，该基金为我国首个中医药国际

化发展基金，总额2亿元，“十三五” 期间专项支持旗下名

优中药产品的境外注册、国际市场开拓和国际化合作等。

广药白云山近年一直致力中药“四化”战略。在现代

化方面， 旗下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联同广

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澳门科技大学中

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院所， 对板蓝根进行

较为全面的临床循证和基础研究。国际化方面，旗下白云

山奇星的华佗再造丸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中成药出口第

一名。 科普化方面，广药白云山先后建设了“神农草堂”

中医药博物馆、王老吉凉茶博物馆、陈李济博物馆、采芝

林中药博物馆等中医药文化科普平台。

在中药大众化方面， 广药白云山充分发挥中医药预

防保健的作用，将中药广泛用于大健康领域，让更多消费

者可以使用。（黎宇文）

银江股份拟收购两家公司股权

银江股份公12月15日晚间公告称，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智途科技40%股权、杭州清普70%

股权。上述标的资产合计作价2.98亿元，其中股份支付金

额合计1.27亿元， 以16.69元/股共计发行761.68万股；现

金支付金额合计1.71亿元。 公司股票12月16日复牌。

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地理信息数据

获取、信息处理、地理信息应用软件开发和地理信息测绘

服务，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旅游、智能交通、智慧政务等

领域。交易对方承诺，智途科技2016年、2017年及2018年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000万元、2400万元、3000万元。

杭州清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医疗卫生行业的信

息化建设业务。 交易对方承诺，杭州清普2016年、2017年及

2018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50万元、1020万元、1224万元。

公司表示，通过本次收购智途科技与杭州清普股权，

补充公司在地理信息产业、社区医疗信息化方面的空白，

完善公司的产业与业务链，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拓展模式，

加快推进公司成为中国领先的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和建设运营商的发展战略。 （刘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