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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降幅收窄

疫情阴霾下，国内保险业“抗压”韧性显

现。相较于2020年上半年下滑8.8%，2020年

全年保险业净利润负增长收窄至3.36%，整体

净利润实现3013.38亿元。

其中，保险资金更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

身仗。数据显示，2020年投资收益达9570.94

亿元，同比增长40.81%，增速引人瞩目，成为

保险业重要的向上驱动力。

在诸多保险资金运用途径中，收益率前

三依次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和长期股权投

资，其投资收益分别为1234.8亿元、1866.45亿

元和1416.89亿元，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12.19%、10.87%和6.72%；而2020年金融衍生

工具投资收益为-11.6亿元，投资收益率为

-308.42%，是诸多险资投资途径中唯一收益

与投资收益率皆为负的途径。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2020年险资投

资的布局和偏好，依然体现出保险业“求长求

稳”的投资倾向。其中，债券依然是最受险资

青睐的头号功臣，其7.93万亿元资金运用余额

“独占鳌头”，占险资投资整体的36.59%。贷款

及银行存款占比位列其后，二者资金运用余

额分别为3.15万亿元和2.6万亿元，占比依次

为14.52%和11.98%。

对此，川财证券所长陈雳介绍称，保险资

金运用的基本原则就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

益性，而债券具有期限结构丰富、收益稳定的

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始终是保险资金运

用的主要渠道，在保险资金的投资组合中占

据主体地位。保险资金债券投资规模巨大，高

效规范的债券市场可对保险资金运用提供良

好支撑。

陈雳还指出，和权益类资产相比，贷款和

银行存款的风险较低，符合险资运用的基本

原则，所以相应占比也较高。

另外，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其他投资”项

资金运用余额较年初增长率为30.75%，仅次

于国债55.14%的增长率。对此，陈雳分析称，

其他投资产品一般期限较长，3-5年甚至更长

的久期，投资能够带来长期大额回报的战略

性资产，体现保险资金的长期性优势，与保险

资金长久期投资的需求不相一致。

保险资金大赚离不开监管部门对险资投

资的规范及鼓励。2020年7月17日，银保监会

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

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提出设置差异化权

益类资产投资监管比例，根据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充足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及风险状况

等指标，明确八档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最高

可占上季末总资产的45%。

产险承保利润暴跌51倍

投资端捷报频传，负债端增速也继续保

持正增长。数据显示，2020年保险业原保险

保费收入达4.53万亿元，同比增长率为

6.13%。其中，产险业务原保费收入1.19万亿

元，同比增长2.4%；净利润却由盈转亏“大跳

水”，2020年亏损51.52亿元，同比大降

108.31%。其中，产险公司承保利润甚至下滑

51倍，惨遭“滑铁卢”。有业内人士认为，2020

年产险公司承保利润折戟的最大原因是车

险业务承保利润下滑，以及信保业务亏损程

度进一步加大。

具体而言，产险公司承保利润-108.44亿

元，同比减少110.59亿元，下降5137.29%，承

保利润率-0.9%。数据显示，2020年产险板块

的意外险、健康险业务承保利润分别为-1.58

亿元和-38.45亿元，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加

7.65亿元和1.57亿元，亏损缺口缩小，却依然

难遏产险净利润整体颓势。

而在产险业务承保利润中“挑大梁”的机

动车辆保险业务，在2020年承保利润为79.57

亿元，同比下滑23.2%。对于车险盈利的缩水，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分析，车

险盈利减少是符合预期的，因为车险综合改

革后费率总体上有较大幅度的下调，必然导

致整个行业利润空间收窄。

除车险业务外，产险业务诸多险种承保

利润亦下滑乃至转盈为亏。其中，企财险承保

利润从2019年的9.93亿元降至-6.62亿元，降

幅达166.67%。李文中分析称，这可能与2020

年灾害事故比较严重，特别是夏季南方持续

暴雨引发罕见洪水，给一些企业造成了不小

损失有关。

部分在2019年亏损的险种，在2020年亏

损缺口进一步扩大，比如工程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其中，信用保险、保

证保险承保利润“大跳水”，分别同比下降

41.94%和430.07%。

对此，李文中指出，信用风险本身具有隐

蔽性，过去承保的一些低质业务，特别是一些

融资性信保业务的风险正在快速释放。另外，

2020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导致一些债

务人资金链出现问题，进而形成信用风险的

传递与扩散。

人身险渠道分化

人身险则不温不火，2020年净利润为

2541.8亿元，同比增长4.64%；原保险保费收

入3.33万亿元，同比增长7.53%。不过，从渠道

保费收入的角度来看，2020人身险市场依然

体现了明显的渠道分化特征。

在2020年，个人代理依然为人身险最主

要业务渠道，原保费收入1.8万亿元，同比增

长4.27%，占人身险保费的56.72%。不过，该

占比较2019年同期降低了1.43个百分点。而

人身险另一主要渠道银邮代理业务的原保

费收入，在2020年同比大增12.61%，达到了

1.01万亿元，占比31.91%，同比增长1.62个

百分点。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

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认为，作为人

身险份额最大的两条主要保费收入渠道，个

人代理与银邮代理渠道一般呈现出“此消彼

长”的态势。一方面，疫情阻碍了个人代理面

对面的交流和拜访，导致了个险业务增速被

抑制甚至占比下降；而另一方面，银保渠道

的高数字化程度等优势逐渐凸显，受疫情影

响较小，也更受目前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

各险企关注。

对于个人代理渠道的下降，中国社会科

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

也指出，个人代理模式的激励效果强，很有生

命力，创造的综合价值也越来越大，所以即使

疫情影响了人们面对面交流，其占比也仅下

降了1.43个百分点。

对于银保渠道的增长，朱俊生则分析：

“过去20多年，虽然银保渠道规模较大且带来

许多现金流，但是未创造出足够的业务价值。

不过，新的背景之下，保险行业也在重新审视

银保渠道的价值，因为银行拥有大量的优质

客户，信誉较好、网点较多。”

除了人身险的两条主要渠道外，北京

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专业代理渠道业务保

费增速一骑绝尘，达39.75%；保险经纪渠

道亦仅屈居专业代理渠道之下，增速达

15.11%。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锁凌燕认为，

这两个渠道保费收入增长迅速的原因，一方

面是本身的低基数、低占比；另一方面，也可

能与2020年疫情之下，互联网保险平台迅速

发展，以专业代理或保险经纪的身份活跃并

售卖人身险，支撑了渠道的增长。

朱俊生则分析称，保险业存在大量的中

小主体，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个险团队，除了依

靠银保渠道以外，很多公司开始探索跟专业

的保险经纪、保险代理公司进行合作，促进中

小主体产销分离。

“一个发达的保险市场，通常也会伴随发

达的保险中介。这目前在中国尚未成为现实，

但是其趋势亦有显现，即专业保险代理和专

业保险经纪成长速度较快，未来的发展空间

也会相对较大。”对此趋势，朱俊生如是评价

和预测，并表示未来与第三方专业中介合作，

可能尤其会成为中小保险主体渠道布局的重

要发展方向，这样它们就能走差异化、特色

化、轻资产的道路。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喊话配合清退

1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纠纷调解中

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发布公告称，部分

网贷机构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聘请知名演艺

人员、公众人物作为广告代言人，利用其影响

力吸引投资人购买非法金融产品。上述广告

代言人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做出不实宣

传，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存在过错，并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调解中心喊话，为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推动P2P网贷机构风险出清，自即日起，曾经

或仍在涉及P2P网贷广告中的广告代言人，需

尽快联系调解中心就相关问题进行说明，并

配合开展网贷平台清退工作，并强调道，“如

未在2月10日前取得联系，将依法追责”。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前几年，P2P网贷

野蛮生长，明星代言成为平台营销的重要手

段。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

来，包括黄晓明、范冰冰、张铁林、赵雅芝、郎

朗、唐嫣、王宝强、唐国强、董成鹏等多位公众

人物，就曾为问题P2P平台代言或者宣传，一

度陷入舆论风波。

“头部网贷平台基本都有明星代言人，而

且代言费也不菲。”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一些网贷平台仍处于

清退关键时期，需要各类参与主体的配合，调

解中心发布通知，主要是要求平台广告代言

人就其广告说明问题并配合网贷平台清退工

作，如果违法则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代言人应承担哪些责任

但P2P平台出现问题，相关代言人是否担

责，是个争议已久的话题。

根据我国《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商

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

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或者做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

带责任。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认为，

从民事责任而言，非法P2P平台对消费者已构

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P2P交易在金融

监管领域是高风险领域，这些代言明星、网红

等为追逐广告费，放弃了对所代言领域合法

合规性的审查。相关政府部门为尽可能完成

追赃工作，为广大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要求

这些明星说明问题、配合调查，且视情况责令

其退赔广告费，于法有据，于情有理”。

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思亮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由于代言人行为给P2P平台增

信、扩大了其影响力，会让投资者误认为该

P2P投资平台及产品很可靠，忽视投资风险。

因此，很多P2P平台发生风险时，收取高额代

言费的代言人，为了尽可能为投资者挽回损

失，代言人至少应该承担退还代言费、协助追

讨投资损失等责任。

“事实上这些代言费，也是来自投资者本

金的一部分。”殷思亮进一步补充道。

不过，也有人指出，配合清退并不等于代

言人也要执行P2P平台的清偿，且“代言人明

知”这个条件并不好界定。

正如零售金融专家苏筱芮表示，明星代

言或被追责一事，可视为平台追赃挽损过程

中的重要一环，从道义上讲，向代言人追责高

额代言费可挽回大额损失，对出借人能够实

现部分“补损”；但从实操层面讲，认定仍存在

两层难点：一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目前金

融营销相关规定已经出台，但明星代言P2P是

更为早期的行为；二是根据旧有广告法等法

律法规，如何对此类活动认定虚假广告，认定

代言人的“主观故意”存疑。

云南民商律师尹继涛也进一步指出，广

告代言人对广告内容未尽合理、审慎审查义

务造成重大社会危害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有待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进一步探

讨。如果明星代言人尽到了合理、审慎审查义

务，则可以主张自身不存在过错，进而无需承

担法律责任。

“不过，对于P2P网贷的金融营销代言人

来说，不管怎样，都应审慎审查代言营销广告

内容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规避因代言内容违

法、虚假的广告潜在的法律风险。”尹继涛称。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已鲜有明星

再为理财平台代言或站台的案例。但随着直

播带货走热，目前金融领域也出现了直播营

销行为。而金融平台在追逐流量获客的同时，

背后的风险隐患也不容小觑。正如苏筱芮介

绍，一是投机炒作风险，不利于消费者树立长

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二是地方法人跨区风

险，如部分金融业务通过互联网渠道营销宣

传，使得风险借助数字渠道、线上空间等进行

扩散；三是宣传合规风险，流量思维的着力点

是“调动情绪”“营造氛围”，但投资需要冷静、

理性分析，部分宣传活动存在诱导情形。

需厘清各方权责

事实上，针对金融营销行为，早在2018

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互联网金融

从业机构营销和宣传活动自律公约（试行）》

就曾明确，从业机构不得利用未使用过互联

网金融产品或未接受过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营销和宣传活动

代言人。此后2019年底，央行等部门也联合发

布《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

知》，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细分行

业营销宣传行为提出统一性规范要求，从制

度、宣传、监测监督机制以及违规处罚等方面

多管齐下，落实金融营销监管。

于百程认为，根据金融营销宣传行为规

范的要求，一方面，在企业层面，未取得相应

金融业务资质的市场经营主体，不得开展与

该金融业务相关的营销宣传活动；营销企业

要建立健全金融营销宣传内控制度和管理机

制，并建立健全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监测工作

机制，不得非法或超范围开展金融营销宣传

活动，不得以欺诈或引人误解的方式对金融

产品或金融服务进行营销宣传。

另一方面，从监管部门看，国务院金融管

理部门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要与地方政府有

关部门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并根据

各自的法定职责分工，监管辖区内的金融营

销宣传行为，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要进行告诫

惩处。同时，加强金融营销合法行为的宣传，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充分利用社会和

自律组织监督的作用。

苏筱芮则强调，金融营销需要厘清金融机

构与营销宣传机构之间的权责分工，不得侵犯

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需要加强金融消费

者的金融宣传教育工作以及普法工作，一些缺

乏明确监管部门的业务存在较高风险，例如

“虚拟货币”“网络互助”等业务活动，建议消费

者提高分辨能力，树立警惕意识。

“另外金融消费者也需注意，即使受国家

监管的各类投资、理财、借贷等金融业务也并

非适合所有人，要综合考虑个人的风险承受

能力，要考虑金融平台自身的运营能力、风险

兑付能力。”殷思亮补充道。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2020年保险业“期末考” 成绩单终于揭

晓。1月31日， 北京商报记者获得的一份行业

交流数据显示， 受益于投资收益大涨四成的

拉动，2020年保险业净利润超3000亿元，仅同

比微降约3%。不过，产寿险方面则显示出“两

重天” 的景象， 转盈为亏的产险业务大拖后

腿，净利润降幅超108%，产险公司承保利润

更是跌破51倍；而人身险板块则不温不火，疫

情重压下净利润依然微增4.64%，同时渠道分

化态势明显。

25973.45亿元

79328.75亿元

11040.41亿元

1898.04亿元

18781.1亿元

22698.64亿元

2101.06亿元

9654.22亿元

31484.13亿元

2.28亿元

0.68亿元

13838.38亿元

银行存款

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股票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产品

金融衍生工具

贷款

拆借资金

其他投资

1009.52亿元

2940.58亿元

1234.8亿元

47.05亿元

1866.45亿元

1416.89亿元

39.85亿元

442.13亿元

-11.6亿元

1493.9亿元

0

507.65亿元

2020年末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情况
资金运用余额 收益

P2P网贷全面退出，但清退余波未散。继此前警方喊话P2P员工退缴工资、

提成和奖金后，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要求P2P网贷机构广告

代言人配合落实风险化解责任，再次引发热议。P2P问题平台清退，代言人具

体应承担何种责任？是否应参与清偿？此外，目前金融营销活动推陈出新，后续

该如何进一步规范？这些都是金融营销表象下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