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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力文

我省保险业延续上半年的高速增
长，三季度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河
南保监局近期发布了我省保险业前三
季度统计数据，一组组数据表明我省保
险市场保持了较快增长，行业发展质量
得到改善，服务河南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保障功能凸显。

市场保持较快增长
同比增长31%

前三季度，全省保费收入 1285.62
亿元，总量位居全国第 6 位，已超过
2015年全年业务规模，同比增长31%，
增速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其中，
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279.84亿元，同比
增 长 15% ，人 身 险 公 司 保 费 收 入
1005.74亿元，同比增长36.28%。保险
市场主体持续增加，市场主体达到76家
（另有 1家在筹），省公司较年初增加 4
家，其中，财产险、人身险公司各增加2
家；地市及以下保险分支机构6111家，
较年初增加 179家，专业中介机构 132
家，兼业代理机构 8272家。行业总资
产 达 到 3192.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94%。保险从业人员63万人，其中，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56.71万人。

行业发展质量持续改善
农业保险增速全国第一

我省居民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
险结构调整继续深化，行业可持续发展
水平稳步提升。

财产险方面，前三季度，车险保全
率 54.09%，比上年同期提高 7.55 个百
分点。非车险业务发展迅速，占比不断
提高，非车险保费收入59.95亿元，同比
增长 26.82%，比上年同期提高 2.08 个
百分点，占比由上年同期的19.43%提高
至 21.42%。其中，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25.99亿元，同比增长57.56%，增速位居
全国第1位。

人身险方面，新单业务快速发展，
前三季度，实现新单保费收入639.63亿
元，同比增长46.05%，对人身险保费增
长 贡 献 度 达 75.32% 。 新 单 期 缴 率

32.32%，比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
10年期及以上占比 55.07%，比全国水
平高 3.8个百分点，规范中短存续期产
品政策出台后，银邮渠道业务价值转型
特征显现，银邮渠道新单期缴业务同比
增长292.56%，“短期调结构、长期提内
涵”的趋势更为明显。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作用凸显
保险资金投资我省408亿元

保险在为我省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保障功能的同时，服务河南地方经济建
设作用日益凸显。

保险机构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合
作，正越来越频繁。今年，已有6家保险
总公司与河南省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有4家保险投资机构与5家融资方签署投
资合作意向，协议金额达408亿元。

一些险种在具体实践中的作用也
得到较好体现。

前三季度，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5.99
亿元，农业保险累计为3600万户次农民
提供风险保障 1400亿元，赔款 28.4 亿
元。小麦区域产量保险试点在商丘虞城、
驻马店新蔡、南阳邓州三个县（市）21个
乡镇开展，目标价格指数保险已涵盖生

猪、玉米、大蒜等种养两业多个品种，实现
了农业保险“保成本”、“保产量”、“保价
格”多元保障方式并存。

信用保险提供出口保障 258.35 亿
美元，有力支持了河南对外贸易发展；
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累计服务企业
16.95 万户次，支持企业融资 54.54 亿
元；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为装备制
造业科技创新提供风险保障9.39亿元，
积极服务创业创新。

社会保障功能进一步发挥
累计提供风险保障46.72万亿元

我省保险业在保障功能方面较好
发挥了作用。前三季度，全省赔付支出
409.3 亿元，同比增长 26.01%，累计提
供风险保障 46.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6.31%，为人民群众未来养老和健康
积累准备金3712.7亿元。

辅助社会保障功能进一步发挥。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实现全省统筹，覆盖
9200万城乡群众，前三季度累计审核支
付20.8万人次医疗费用6.5亿元，人均赔
付5512元。在焦作等地市试点困难群众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积极参与困难群众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体系，困难群众大额医

疗费用扣除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
承办保险公司再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补偿，
所有保险赔付实现一站式结算和出院即
时结报，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向困难群众
支付医疗费用补偿2798.68万元。

今年我省保险业积极推动扶贫工
作，在不少领域做出了可喜的探索，取
得了突破性成果。

在兰考县启动“脱贫路上零风险”
整县扶贫项目，提供覆盖生产生活等16
类保险服务，累计为全县提供 42.63亿
元保险保障。

立足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资源和特
色，因地制宜开展特色优势产品保险，
试点开展茶叶低温霜冻气象指数保险、
大蒜种植保险和价格保险、温室大棚保
险、辣椒保险等特色优势种养殖业保
险，使农业保险真正成为支农惠农、脱
贫减灾的坚强后盾。

在卢氏县试点“政融保”保险资金直
接融资模式，实行“政府政策支持＋保险
资金融资＋保险风险保障”的运作模式，
由政府筛选推荐农户或农业产业化企
业，保险公司通过信用保证保险为其增
信，并直接提供无抵押、利率低、放款快
的融资贷款有效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扩
大再生产，带动更多农户脱贫。⑦13

我省保险业最新“成绩单”公布

前三季度河南保费收入已超去年规模
本报讯（记者 郭戈）11 月 5

日，2016年河南银行业防范非法
集资集中宣传活动在全省多个地
市同步展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组织人员进驻广场和大型社区，通
过张贴海报、设立展架、设置咨询
台、播放宣传片等形式，积极向广
大群众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以及
防范非法集资知识。

据悉，本次集中宣教活动由河
南银监局主办，省打击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领导小组给予指导和帮
助。当日，河南银监局巡视员周
勇、纪委书记于春河、省政府金融
办副主任王鹏飞相继来到位于郑

州的曼哈顿广场、宝龙广场、如意
湖社区、永威翰林居社区现场对本
次活动进行督导。

近年来，各类非法集资活动频
发，为人民群众造成了较大的经济
损失，也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
序。作为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单位之一，河
南银监局积极落实中国银监会及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切实履行行业监
管责任，着力开展多项针对性工
作。其中，此次集中宣传就是教育
和引导公众理性投资，自觉抵制各
类非法集资活动，有效遏制非法集
资高发态势的积极举措。⑦13

财经快讯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孙国瑞

11月 10日，河南银监局在郑州召
开全省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银
行河南省分行以“支持豫企走出去，实
现全球大格局”为主题，介绍了该行服
务跨境并购和跨境贸易，助力河南企业

“走出去”的相关情况。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

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正成为促进经济
社会“质量升级式”发展的关键。越来
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通过跨境
并购优质资产提升行业地位，拓展国际
市场。河南本土企业也在这股“并购
潮”中走出国门，为“河南资本”在全球
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
在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

的中国银行在海外并购领域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在豫企“走出去”的过程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中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许建华
介绍，早在2013年，该行就牵头为双汇
集团组建40亿美元跨境银团，助其成功
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项目，完成当年
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对美企业收购案；
牵头叙做洛钼集团8.3亿美元收购澳大
利亚力拓矿山项目，打响洛钼集团海外
收购第一枪；2014年，独家承办河南航
投2.3亿美元收购卢森堡货航35%股权
业务，使郑州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地位
逐渐显现；今年 9月，又牵头洛钼集团
15亿美元收购巴西铌磷矿，完成今年以
来我省最大规模跨境并购项目。

针对企业并购完成后可能面临的
体制障碍、信息障碍、贸易壁垒等问题，
遭遇跨境运营管理及成本管理等诸多
考验，中行一方面为企业提供相关国家
法律政策咨询、金融产品信息与资信调
查、个性化金融方案定制；另一方面，通
过提供贸易结算、跨境融资、跨国资金
管理等多元化金融服务，帮助企业更好

地融入海外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中行河南省分行近

年来不遗余力支持了省内制造业企业
“走出去”——为宇通集团提供涵盖保
函、银行承兑信用证、内保外贷等在内的

“一揽子”跨境金融服务，2015年，协助
该集团成功发行10亿元境外人民币债
券，优化了融资结构、降低了融资成本，
亦通过搭建跨境人民币资金池打通境内
外资金流动通道，为宇通集团的海外业
务拓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此外，自 2014
年以来，中行河南省分行还为富士康集
团累计提供进口贸易融资157亿美元，
有力支撑了该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行
河南省分行累计办理出口贸易结算119
亿美元，占全省出口结算市场份额的
42.51%，居同业首位。该行还利用总行

“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积极组织省内近
百家中小企业参加跨境撮合活动，走出
国门与海外企业开展互动交流，在资
金、技术、贸易等方面不断实现突破。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
出台，豫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

资不断深化。中行河南省分行通过提
供增信支持、服务资金回收、助力通关
便利，积极助力我省对外开放不断深
化。今年以来，该行累计为“一带一路”
沿线项目开立保函约15亿元人民币，涉
及43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项目承揽、
合同签订提供信用支持和履约保障；同
时，紧跟行业周期,根据企业项目进展
及资金周转进度,开立保函帮助企业提
前收回合同预付款、留置金、尾款等资
金，加快项目资金周转，并利用中行独
家承办“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
金”的优势，由国家出资为符合条件的
对外承包项目开具的有关保函提供担
保、垫支赔付，减少企业资金占压，节约
融资成本；此外，自海关总署去年在青
岛、济南、郑州等10个海关启动丝绸之
路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后，中行
河南省分行第一时间即为我省的进出
口重点企业——阳光国际办理了首笔
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
保函，实现“先放货，后交税”，并以保函
取代保证金的缴纳，大大缓解了企业的
资金压力。⑦13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周
玉敏 刘桂舟）为提升全省银行业金
融机构现金从业人员现金收付服务
水平和反假货币工作能力，11月7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河南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人民币收付暨反假业务
技能竞赛”决赛在郑州举行。

人民币收付和反假货币业务是
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基础、最广泛的
业务，人民币整点、残损币兑换、货
币真伪鉴定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公众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打造一支服务水平高、业务
能力强的现金从业人员队伍，对提
升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收付服务水
平，增强银行网点过滤拦截假币能
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良好

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在前期的选拔中，全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组成25支代表队参加了
预赛。当天，从中脱颖而出的12支
代表队共48名选手参加了决赛。

最终，来自浦发银行郑州分行
的朱英姿荣获人民币收付业务技能
竞赛个人一等奖；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的何李娜荣获反假货币
业务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河南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荣获团体一等
奖。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副
局长左秀辉、河南省总工会副主席
谷文峰、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副行长朱培玉、中国人民银行郑
州中心支行工会主任程亚男在现
场为获奖选手和团队颁发了奖杯
和证书。⑦1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1月 8
日，开封市人民政府与中原农业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全面合作正式启动。省财
政厅副厅长张中亮、开封市副市长
秦保强、中原农险总裁姜华出席签
约仪式。

“作为河南本土的农险公司，目
前已有6市39县(市、区)和我公司建
立全面合作关系，我们已为27万贫
困户提供了覆盖其生产生活的近
244亿元风险保障，基本解决了当
地贫困人口因病返贫、因灾返贫问
题。此次与开封市政府的全面合
作，是基于‘兰考模式’基础上的一
种扩展。”姜华表示。

双方未来将在推动开封市国
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经济社会建设、
土地集中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
养大户开发高保障产品、精准扶
贫、建立投融资新机制、农业保险
以及商险新品种开发等各个方面
建立宽领域、高层次、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开封经济社
会的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近年来，随着开封现代农业经
济的不断发展，对“三农”保险、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以及攻坚脱贫等各项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封市人民
政府、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将携手助力“精准扶贫”，按照开封
市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开发推广“三农”亟须
的保险产品，在保障食品生产安全、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普惠金融、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社会管理和
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此背景下，中原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依托兰考“脱贫路上零
风险”项目的顺利实施，响应全省
扶贫脱贫工作的新要求，结合各地
市实际情况，致力于“三农”保险、

“精准扶贫”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快速稳定发展，与开封市人民
政府共同探索一条符合开封市实
际情况的保险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路子。⑦13

全省银行业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

全省银行业举行人民币收付
暨反假业务技能竞赛

“兰考模式”深化扩展

开封市与中原农险启动战略合作

河南银监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银行：融资融智助豫企“扬帆出海”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月14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上周我省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购销活跃，价格
稳中有涨。重点监测的60种商品中,27
种价格上涨，13种价格持平，20种价格下
降。分大类看，桶装食用油、蔬菜、水果、
食糖价格上涨，粮食和食盐价格稳定，猪
肉、禽类、水产品和奶制品价格回落。

粮食价格平稳，桶装食用油价格略
有波动。上周我省粮食均价与前一周
持 平 ；桶 装 食 用 油 均 价 环 比 上 涨

0.13%。目前我省粮油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基本保持稳定，预计后期粮油价格
仍将在正常范围内小幅波动。

肉类价格下行。上周我省猪肉均
价环比下降0.31%；牛肉均价环比下降
2.23%；羊肉均价环比下降 2.59%。其
中鲜猪肉和精瘦肉分别下降 0.75%和
0.22%。受目前猪肉消费需求减弱的影
响，预计短期内我省猪肉价格仍将以稳
中偏弱的行情为主。

禽、蛋价格双双回落。上周我省白

条鸡均价环比下降0.12%；鸡蛋均价环
比下降0.52%。受气温下降的影响，蛋
鸡产蛋率增加，预计后期，我省鸡蛋价
格仍有回落的可能。

蔬菜价格延续涨势。上周我省蔬
菜均价环比上涨 3.14%。重点监测的
18个品种中，除油菜和西红柿外其他全
部上涨。随着气温降低且阴雨天气增
加，本地蔬菜上市量随之减少，蔬菜供
应将以大棚菜和外埠菜为主，蔬菜价格
进入季节性上行区间，预计后期我省蔬

菜价格将有小幅走高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小幅下降。上周我省

水产品均价环比下降1.16%。其中淡水
鱼中的鲤鱼和鲢鱼分别上涨 0.18%和
0.1%，海水鱼中的大、小黄花鱼分别下
降5.41%和3.85%。预计后期我省水产
品价格仍有下降的空间。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在部分反季水
果的拉动下，上周我省水果均价环比上涨
1.27%。随着气温的下降，预计近期我省
水果价格将呈稳中微涨的态势。⑦13

上周我省生活必需品价格运行平稳

行业总资产达到

3192.95亿元

同比增长21.94%

保险从业人员63万人

其中，保险销售从业人员56.71万人

前三季度，全省保费收入

1285.62亿元

总量位居全国第6位

其中，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

279.84亿元

同比增长15%

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1005.74亿元

同比增长36.28%

同比增长31%
增速为近4年来

同期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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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业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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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员
钱金梅）你当初随意买的保险，很
可能以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家住许昌的赵先生的妻子被
医院确诊为恶性肿瘤，巨额救治款
及恶性疾病的沉痛打击，一下子将
这个小家庭拖入了泥潭。正当困
顿之时，赵先生忽然想到妻子于
2015年 11月 18日投保的华夏保
险的常青树重大疾病保险，年缴保
费 7560元，保险金额 25万元，便
随即向华夏保险进行报案。

赵先生于11月 7日将理赔资
料递交至公司，在华夏保险快速理
赔服务下，理赔当日结案，25万元
的理赔款当即转入被保险人账户。

保险专家提醒：此案例中的重
大疾病保险，是指由商业保险公司

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如恶性肿
瘤、急性心肌梗塞等为保障项目，
当被保险人患有上述疾病时，由保
险公司对所花医疗费用给予适当
补偿的商业保险行为。

对于工作不稳定、社保不完
善的人群来说，购买重大疾病险
可以补偿罹患重大恶性疾病治疗
产生的高额医疗救治费用，缓解
带给家庭的巨大经济压力。即使
家庭成员有基本社保，重大疾病
险依然是重要的经济补充。根据
目前医疗报销条例，众多新特药
品不在普通医保报销范围，而重
大疾病的治疗往往需要一部分新
特药品用于病人康复，因此投保
重大疾病险可以大大减少家庭的
经济开支。⑦13

遭遇巨额医疗费困境

华夏保险迅速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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