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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保险连续四年盈利 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在龙头企业树大根深、新兴品牌蜂拥而至的中国保险业，成立于 2006 年的华夏保险，用短短十数年时间创造了业界瞩目的“华夏速度”，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众人纷纷感叹 2017 年
“颇具变数”时，华夏保险没有徘徊，高举“1212 战略”的旗帜，稳中求进，业务超越，价值提升。 在
“科技
创新”、“
管理创新”两驾马车拉动下，公司战略全面落地，连续四年盈利，进一步夯实了持续、健康、稳健发展的基础，“1212 战略”顺利开局，朝向
“
世界 500 强”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持续稳健发展 谱写华夏新篇

夯实投资能力 提升盈利水平

依托科技创新 加强运营效能

谈到华夏保险，绕不开“
华夏

元，同比增长 91%，实现高速增

2017 年，华夏保险实现净利

模，遴选优秀的外部管理人负责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全作业流程及方式得到全面优化。

速度”的标签，每当年中公布成绩
单时， 总有人关注这个标签是会
被推翻，还是会被再一次印证，但

长。截至 2017 年末，公司总资产
4555 亿元， 近 5 年总资产复合
增长率为 84.11%， 发展势头平

润超 40 亿元，连续四年盈利，这
亮眼”。 于振
个成绩可以说非常“
亭指出，“承保端与投资端的良

部分投资。 目前，公司与中信证
券、银河证券、华泰证券、华泰资
管、中信建投证券等国内一线券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各
行各业的落地与应用，华夏保险看
到了技术变革带来的巨大机遇。 在

为了开通更多客户咨询通道，
减少等待耗费的时间，华夏保险建立
了在线客服系统，使用智能机器人与

答案似乎都不是。 可以说，
“
华夏

稳；净资产 223 亿元，抗风险能

性互动对于企业的经营至关重

商、基金、保险资管公司等建立了

“
1212 战略”中，华夏保险把科技创

人工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智能机器人

速度 1.0”的专属烙印已被载入保

力进一步增强；投资收益近 300

要。未来,保险公司的竞争很大程

紧密的合作关系，业务资源与投

新视为发展的第一引擎，各业务条

可提供产品、核保、保全、理赔、续期、

险业蓬勃发展阶段的历史长河，

亿元， 净利润超 40 亿元， 投资

度上是投资能力的比拼，投资端

资研究能力得到进一步充实。 ”

线结合实际需求，积极研究，加大

机构、通用类 7 大类近 1500 余条知

而
“华夏速度 2.0”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的新篇章正在谱写。

稳健，盈利猛增。 华夏保险坚持
听党的话、跟着监管走，践行保

我们坚持高效的投资策略，不断
强化投资能力建设，确保保险资

“华夏保险的资产配置结构
在不断优化，公司将高信用评级

投入， 推动落实了一批创新项目，
如在客户服务方面，创新实现了投

识点，支持精确及模糊查询。
于振亭还透露，目前华夏保险

2017 年， 华夏保险年度总
规模保费收入 1715 亿元， 规模

险姓保、 客户利益至上， 稳规
模、调结构、提价值，取得显著

金被高效运用。 ”华夏保险一方
面依托专业投资队伍，积极开拓

债券、蓝筹股等收益稳健、抗风
险能力强的优质资产作为基础

保、核保、承保、保全、理赔的全流
程互联网化，在极大提升客户体验

正在研究推动远程视频客服项目，
视频客服可以作为人脸识别技术

持续稳定； 原保险保费 870 亿

成效。

投资新渠道；另一方面，优化资

配置资产。 公司高度重视资产配

的同时，运营成本也大大缩减。

的有效补充和升级，为客户提供人

产配置结构，有效提升投资回报
水平。
华夏保险子公司华夏久盈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具备

置规划，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每
年及时修正。 ”谈及投资策略方
面， 于振亭提到了两个重要概
念，“华夏保险是通过战略资产

于 振 亭 表 示 ，2017 年 华 夏 保
险上线了业内领先的微信核保项
目，核保的函件处理由过去的全部
人工线下处理，优化为营销员和客

脸识别 + 人工认证服务，此前需要
客户亲自办理的业务可实现远程
办理，提升客户体验。视频客服与电
话客服、在线客服、官微自助、实体

全部保险投资资格的“全牌照”
保险资管公司， 投资范围广泛，

配 置 （SAA） 和 战 术 资 产 配 置
（TAA） 相结合的方式管理投资

户可以自由选择线上或线下处理，
营销员、客户可以在手机上自由操

柜面共同组成 360 度全景全维服务
通道，满足不同客户的服务需求。

吸引了众多各专业的优秀人士

资产的。 投资管理部在每年末根
据宏观形势研制下一年度的战

作函件，跟踪保单状态，整体承保
时效得到大幅提升， 客户自主、自

优质的服务是最好的品牌，华
夏保险在客户服务上的创新及用

术资产配置计划，并对中长期的
战略资产配置计划进行一定修
正。 配置计划经公司投委会、董

助操作体验感增强。
华夏保险充分利用官微平台，
为客户提供丰富的保全服务功能。

心，直接反映在了客户数量的增长
上。 2017 年，华夏保险有效个人客
户 820 万，同比增长 67%；有效机

事会审批同意后即进入执行阶
段。 投资管理部会密切跟踪所有
投资资产的盈亏与风险，每月发
布投资业务分析报告，为管理层
提供及时有效的决策信息。 ”

同时， 上线了保全自动化项目，保

构客户 1.4 万，同比增长 172%。

践行提质增效 实现转型升级
2017 年是监管趋严、保险行

比增长 91%， 市场排名第七；银

业发生深刻变革的一年，华夏保
险适时调整经营思维，更加强调
发展质量，以“提质 增 效 ” 为 理
念，制定了“
1212 战略”这一五年
战略规划。

保期交保费 212 亿元，同比增长
121%，市场排名第一，其中长期
期交 94 亿元，同比增长 42%，市
场排名第二； 战略短险保费 27
亿元，同比增长 80%，市场排名

“
‘1212 战略’ 的核心就是
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手段，
大力发展内含价值较高的中长
期保障型业务，以期交业务为发
展核心，按照最新的五年滚动战

升至第四。 新业务价值达到 52.5
亿元，同比增长 190%。
2017 年， 华夏保险在承保
经营方面的减负成果也同样令

略规划，五年后，当年新单期交
向 1000 亿 挺 进 ， 当 年 续 期 向
2000 亿挺进， 当年总资产向一
万亿挺进，当年利润向 200 亿挺

人喜悦。 大力推进“减速、减费、
减员”三大降本增效举措：减速
增效方面， 主动控制保费的增
长速度， 新单保费同比下降
13%，但原保险保费、期缴业务

进。 ”华夏保险副总裁于振亭解
释说。
2017 年，华夏保险转型升级
成效明显， 经营效率大幅提升，
新单期交和续期业务实现跨越

等实现大幅增长， 业务结构显
著优化；减费增效方面，收紧渠
道费用政策，降低费用投入，实
现各渠道更高效的投入产出
比；减员增效方面，优化精简组

式发展， 其中新单期交增至 351
亿元，同比增长 111%；续期业务
增至 184 亿元，同比增长 360%；
个险新单标保达到 153 亿元，同

织架构，提升前后线人员配比，
严控内勤人力成本支出， 推行
薪资成本定额管理， 人力资源
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加盟，投资能力大幅提升。 当谈
到对借力外脑的看法时，于振亭
引用了《劝学》里的一句话：“假
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
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
他认为，适当地借力外脑可以充
分借鉴、利用市场中的先进经验
与投资方法。“华夏保险近年来
开始逐步扩大外部委托投资规

坚持“保险姓保” 践行企业责任
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
来，“保险姓保”已逐渐成为保险行

年，华夏保险总计赔付 15 亿元，为
11.8 万客户提供了理赔服务，最高

业的集体共识和自觉行动。“保险

单笔赔付达 529 万元。 在投资端,

的本质是提供风险管理和保障，新
时代下， 人民的保障需求不断提
高， 经济社会运行风险不断上升，

华夏保险不做短期炒作,坚持长期
价值投资，并选择优质项目开展直
接股权投资，直接支持实体济的发
展，为资本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
定发展提供支持。

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的独特性和
不可替代性更加突出。 投资是辅助
功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必须服
务和服从于保障。‘保险姓保’是保

谈及 2018 年的发展方向，于
振亭表示，在“1212 战略”指引下，

险业发展的初心，是行业安身立命
之本， 是实现行业价值的根基，是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要
求。 ”于振亭坚定地说。
华夏保险坚定不移地贯彻落

华夏保险将顺应监管要求，持续优
化业务结构，以期交业务为发展核
心，提升公司发展质量，使价值转
型实现重大突破。 通过科技创新，
提高服务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助

实“保险姓保”政策，在业务结构
上，坚定转型价值业务，推动保障
型业务发展， 持续发力期缴业务；
在产品设计上，集中精力发展中长
期保障型产品， 坚持产品创先，让

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依托管理创
新， 逐步实现组织结构创新型、管
理成本集约型、 前线队伍服务型、
后线队伍专家型、 组织内部交易
型、服务链条生态型的全新管理模

利客户，其常青树重疾保险、富贵

式，提升人均产能，实现业绩飞跃。

竹年金保险和福临门年金保险在
市场上获得了卓越口碑，多次获评

同时，华夏保险将通过设计更多优
质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风

保 险 行 业 年 度 产 品 。 据 悉 ，2017

险保障，践行保险企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