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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中秋走访慰问社会知名人士

02

市委、市政府重奖双乐公司1500万元

明朝那些官

散 文

市政府召开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

02

我市召开庆祝双乐股份A股上市
暨全市企业上市（挂牌）工作推进会

今年9月18日是“9.18事变”90周年纪
念日。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增强全社会
爱国主义思想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提高
广大市民的防空防灾自救互救技能，根据泰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要求，结合“9.18”
全省防空警报统一试鸣活动，组织开展人防
知识网络有奖竞答等系列宣传活动。

一、活动主题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美好未来。
二、活动时间
9月16日-9月20日
三、活动内容

此次人防知识网络有奖竞答活动是有
效履行人防“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
援”职能任务的重要举措，对于国防意识提
升、防空防灾知识宣传普及、增强群众居安
思危的战备忧患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1.参加竞答活动方式：使用手机微信扫
描答题活动二维码的方式参与答题，或通过
泰州建设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答题端口进入
活动页面，请选择填写兴化市进行答题（见
右侧二维码）。

2.答题规则：每个用户（以同一微信号
为准）每天有3次竞答机会。每次竞答随机

从题库抽取 10道题，在 5分钟内答对 6道题
及以上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分享朋友
圈后，系统额外奖励一次竞答和抽奖机会。

3.奖金发放规则：微信现金红包直接发
送，中奖信息将在答题首页上滚动公示。个
人排行榜每天实时公示，活动结束后，个人
排行前 5名的用户，每人得到 100元话费的
额外奖励；排名6-12名的用户，每人得到50
元话费的额外奖励；排名 13-30名的用户，
每人得到20元话费的额外奖励。

兴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9月17日

欢迎您参加“我身边的人防工程”人防知识网络有奖竞答活动

答题活动二维码

“泰州建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中秋专版

诗 歌
中国人寿回应市场关注：
引导代理人队伍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寿（601628.SH）昨日上
午召开2021中期业绩发布会，介绍
上半年业绩情况，并就代理人队伍、
新业务发展、科技水平等市场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回应。

根据2021年半年报，中国人寿
报告期内实现保费收入 4422.99 亿
元，同比增长3.5%；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09.75亿元，同比增
长34.2%。

关于下半年新业务发展
苏恒轩回应：寿险业长期向好的

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在中国人寿2021年中期业绩发

布会上，中国人寿总裁苏恒轩分享了
下半年的寿险业发展思路。他表示，
保险业当前面临的短期挑战仅仅是行
业结构和新供求关系间的阵痛，仍然
看好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稳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国家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这些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
寿险市场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保险
的密度和深度证明了这一点。

苏恒轩表示，中国寿险业仍处于
大有可为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从中长
期来看，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
变。对中国人寿而言，下半年将继续
坚持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稳健经营

工作总基调，继续坚持质量优先、价
值第一，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推
进高质量发展。

第一，坚持稳健经营，平稳发
展。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统筹
好保障型业务与长期储蓄型业务的发
展。同时，要进一步强化资产负债匹
配管理。

第二，坚持提质稳量，深化队伍
转型。提升销售队伍，重点要提升专
业化、职业化、数字化。这是适应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或者是新阶段构建
新格局，在新理念的引导下队伍发展
的基本方向和策略。

第三，坚持改革创新，推进“鼎
新工程”的纵深落地。这里最重要的
是持续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加快研
究推进多元板块的新发展模式。同
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引领时
代，中国人寿要强化科技创新的引
领，推动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国
寿。

第四，坚持提质增效，持续提升
运营服务的能力。苏恒轩认为，服务
本身也是一种竞争力，所以中国人寿
要持续提高集约化和智能化水平。

第五，坚持合规经营，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关于代理人队伍缩减
詹忠回应：坚持代理人队伍高质

量发展宗旨
近年来，保险代理人的“人海战

术”已经走到了瓶颈，多家险企正在
优化代理人质量，中国人寿也不例
外。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中国人
寿总销售人力约122.3万人，较2020
年年末减少23.5万人。

其中，截至报告期末，中国人
寿个险销售人力为115万人。其中，
营销队伍规模为71.9万人，收展队伍
规模为43.1万人。个险板块月均有效
销售人力同比有所下降，但绩优人
群稳定，队伍基础总体稳固。

中国人寿副总裁詹忠也在2021
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谈及了代理人队
伍未来的发展方向。他预计，从行
业发展的角度判断，未来代理人队
伍规模不会再出现大幅增长的情
况，各家公司会更注重队伍质态和
结构。中国人寿的代理人队伍将朝
着专业化、职业化、数字化的方向
迈进，如目前正在推行的代理人队
伍建设4.0体系，顺应市场变化，顺
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让代理人队伍
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专 版
第8 版

联系电话:80677403 投稿信箱E-mail:xh.xwzx@163.com

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吴冰清

责任校对:薛翠萍

组 版:吴冰清

中国人寿上半年业绩出炉净利润同比增34.2%
8月25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发布上半
年业绩报告，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人民币409.75亿元，同比增长
34.2%。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坚持高质量
发展主题，坚持“三大转型、双心双
聚、资负联动”战略内核，坚持“重价
值、强队伍、稳增长、兴科技、优服
务、防风险”的经营方针，在持续开展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大力推进改革
发展，各领域工作稳中有进，公司综合
实力持续增强，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

据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
寿营业收入为人民币5526.01亿元，同比
增长7.6%；公司实现保费收入人民币
4422.99亿元，在高基数基础上同比增长
3.5%；总投资收益率为5.69%，净投资收
益率为4.33%。

以客户为中心 持续深化价值
今年上半年，在行业新单保费增长

承压、保费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中国人
寿持续深化转型升级，坚持价值引领，
主要业务指标保持稳健，实现保费收入
4422.99亿元，在高基数基础上同比增长

3.5%，市场领先地位进一步稳固。
中国人寿准确把握固收资产配置窗

口积累长久期资产，紧密跟踪权益市场
波动灵活实现收益，2021年上半年，实
现总投资收益1176.38亿元，同比增长
22.4%；总投资收益率达5.69%，较2020
年同期上升35个基点。其中，在保险版
块，中国人寿持续聚焦价值，深化落实
以客户为中心的“一体多元”销售布
局，个险板块聚焦个人客户和一线生产
单元，以深耕转型为主线，持续推进规
范化、专业化经营管理和市场化激励机
制，多元业务板块聚焦专业化经营和效
益提升，与个险板块协同共进，各项业
务稳中有进。

据中国人寿披露的业绩显示，今年
上半年，中国人寿个险板块总保费达
3638.22亿元，同比增长2.2%；多元业务
板块坚持“专业经营、提质增效、转型
创新、依法合规”发展思路，着力发展
银保、团险和健康险业务，总保费达
784.77亿元，同比增长10.1%。

整合服务资源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寿持续推进

“大健康”“大养老”战略，积极参与健

康中国建设，通过整合健康医疗服务资
源，推进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
态圈。

2021年上半年，国寿大养老基金在
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
战略区域加速储备了一批可满足客户多
样化、多层次需求的养老养生项目。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中国人寿还积
极为客户提供一揽子优质金融保险服务
方案。今年上半年，在车险综合改革、
行业限速的压力下，中国人寿寿代产业
务实现保费收入100.8亿元，保单件数同
比增长11.1%；代理企业年金业务新增首
年到账规模及养老保障业务规模为196.2
亿元。同时，为充分发挥综合金融的品
牌优势，中国人寿还联合广发银行、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各类
客户经营活动，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个
性化服务，形成了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的良好局面。

探索另类投资策略 适度调整资产规
划

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
峻、国内经济恢复不稳固不均衡的现
状，中国人寿坚定执行中长期资产战略

配置规划，战术层面根据市场变化适度
调整。中国人寿把握利率阶段性高点，
配置长久期利率债，优选管理人布局高
等级信用债；紧密跟踪权益市场变化，
优化策略基准和持仓结构，把握收益实
现节奏；针对符合配置要求的非标资产
供给下降的市场变化，探索另类投资新
策略，优化另类投资委托管理模式。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实现净投资
收益897.64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加
123.73亿元，同比增长16.0%。得益于近
年来中国人寿持续加大长久期债券配置
力度、不断丰富固收品种策略的举措，
2021年中国人寿上半年净投资收益率达
4.33%，较2020年同期上升4个基点，保
持基本稳定。

中国人寿方面表示，未来，将顺应
时代发展新趋势，以客户为中心，坚守
保险保障本源，坚定推进商业模式升
级，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优化产品服
务体系，纵深推进“大健康”“大养老”
战略布局，持续完善市场化体制机制，
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在高质量发展
中展现更大作为。 （人民日报客户端）

日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支公司江海
职场6名销售主管，冒雨赴临城街道泗洲村，带上食用油和
牛奶，慰问该村9名7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据江海职场负
责人倪增江介绍，在纪念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主动在
泰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申请注册，成立江海职
场志愿服务队，开展慰问农村孤寡老人志愿服务活动，目
的是践行国寿“把爱心送给每一个人”社会责任。此次活动
采取职场内众筹方式，销售伙伴纷纷捐款，积极参与。

中国人寿信披工作再获A级评价
近期，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

所”）发布《沪市主板上市公司2020至
2021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评价结果》，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人寿寿险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再次获得
A级评价。

“信息披露评价”是上交所对沪市主

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综合考评，每
年度开展一次,评价范围覆盖信息披露合规
性和有效性、落实分行业信息披露要求、
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情况、
董事会秘书日常信息披露履职情况、投资
者关系管理及其他规范运作情况等多个方
面，是评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

指标。本次参评对象共1574家沪市主板上
市公司，评价等级从高到低分为A、B、
C、D四类,分别有307家、958家、256家
和53家公司获得对应评级，占比分别为
19.5%、60.9%、16.3%和3.3%。

作为国内保险业首家三地上市公司，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始终严格遵循各上市地

各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构建了健全有
效、切实可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系，确保
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中国人寿
寿险公司信息披露团队致力于在合规基础
上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透明度，为境
内外投资者及时、公平地获得信息提供有
效保障。（中国经济网）

日前，安丰镇联合市老龄协会、国寿兴化支公司召
开全镇2021年度“安康关爱行动”工作推进会。旨在进
一步落实市政府2021年度“安康关爱行动”工作要求，
多渠道为安丰镇3万多老年人构建意外伤害保障体系，
促进老年人及家庭抵御风险能力。此举得到了社会爱
心人士积极响应，安丰镇朝阳村村民方玲女士连续两
年花32040元，为全村534名老人购买国寿老年人专属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