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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保（SH601601，HK02601） 

 [Table_BaseInfo] 公司股票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百万股)  9,062  

A 股 6,287 

H 股 2,775 

总市值（人民币百万元） 241,892 

A 股 174,590 

H 股（港元百万元） 75,064 

6 个月最高/最低(人民币元)  

A 股 31.14/25.82 

H 股（港元） 30.55/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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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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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保董事长高国富接受《财资》杂志专访报道（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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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开具上海个人医保卡余额购买商业健康险首单（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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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保费收入 12月累计 同比增长 12月单月 同比增长 

产险公司 96,071 1.2% 9,623 6.4% 

寿险公司 137,362 22.3% 4,59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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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中国太保董事长高国富接受《财资》专访报道（20161216） 

坚守初心，保险姓保 

——中国太保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之实践 

 

    当前，在波动的全球金融市场环境下，社会责任于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逐渐被亚太地区的股东、投资人及客户所看重。同时，除了关注企业为客户、

员工及股东所创造的价值外，亚太地区的消费者也愈加关注区域内的金融企业

在社会公益、环境保护方面的贡献。 

    中国太保长期致力于强化公司治理机制，重视股东权益，持续推出了多项

企业社会责任倡议，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时至今日，已成为保险业乃至金

融行业在这些领域的标杆。 

    近年来，继“新国十条”之后，中国政府又在健康险、大病保险等领域出

台了重要文件，大力推进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发展，深入发挥保险业在完善现代

金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灾害救助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及“三农”保障体系

五大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16 年上半年，

中国太保实现营业收入 1447 亿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61.3 亿元，每股盈利达

到 0.68 元。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太平洋保险依旧交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

成绩单。 

客户至上 

    随着保险理念的普及，以及人们风险防护意识的增强，保险正逐渐被越来

越多的民众认可和接受。2011 年, 中国太保启动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战

略转型，通过近五年的持续推动，公司发展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价值创造能

力显著提升。在关注客户需求方面，中国太保改变了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经营

模式，通过绘制“客户脸谱”，实现了精准化销售和精细化服务；在改善客户界

面方面，中国太保注重与客户打交道的每一个环节，运用移动新技术加强中后

台对前端的支持能力，升级与客户交流互动的范围，让超过 1 亿客户体验到了

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在提升客户体验方面，中国太保悉心聆听客户的反馈意见，

不断驱动产品与服务创新，让客户感叹：“太平洋保险想着我、更懂我”。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是战略，“保险姓保”是原则。“保险姓保，是我们

按照保险规律推动可持续的价值增长，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的基石。” 中国太

保董事长高国富说到。截至 2016 年上半年，集团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 291%，

呈现出良好的财务实力，并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重视员工关怀 

    员工是企业价值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国太保珍视员工，关注员工利益，努

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成长环境，还将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与员工职业生涯

发展进行了更为紧密的结合，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各类培训。中国太保为员

工推出“员工及家属关爱计划”，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专家一对一细心问诊、

及用药不受医保限制等高端就医体验，结合一系列健康管理增值服务，为员工

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另外，针对不同年龄段女性员工的特点，

组织女性健康讲座、爱心妈咪沙龙等一系列“关爱女性”的活动，充分体现了

对女性员工的关怀。 

科技助力增长 

    随着新兴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金融企业逐步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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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崭露头角。在转型发展中，中国太保通过大数据挖掘、建模分析与可视化

建设，完成了产、寿险 79 家分公司的“客户脸谱”绘制工作。同时从不同客群

的实际需求出发，制定了精准的销售策略和精细化服务方案，为客户提供多维

度、差异化的专属服务，全面有效地满足客户需求。 

    中国太保不断深化与科技企业的沟通与合作。与蚂蚁金服共建共享商业生

态圈，整合科技企业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保险公司在保险服务、产品开发方面

的专业优势，实现了“1+1 > 2”的协同效应。与华为合作的创新平台“中国太

保--华为新技术应用实验室”已正式投入运行。这一创新平台是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与保险服务场景的融合与探索，推动了保险服务模式和服

务形态的全面升级。 

    移动互联、云技术推动着大数据的发展，为保险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新引擎，

但也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带来了挑战。中国太保不断强化客户信息安全的能力

建设，通过建立信息技术风险管理体系、内控合规管理体系及安全技术标准管

理体系，结合信息安全宣传教育等方式，提高员工安全保密意识。研发并投入

使用的“鹰眼”大数据信息安全管控平台，有效提升了对安全攻击、安全渗透、

病毒传播、违规操作等各类信息安全事件的预警、发现及快速处置的能力。 

心系社会与环境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国经济的困扰之一。为帮助中小企业发

展，中国太保在国内持续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自 2009 年推出以

来，该业务的覆盖面已从华东沿海地区扩大至华北、华中、西南区域的二十多

个省市，累计为 8117 家小微企业提供了 64.38 亿元的风险保障，累计赔付 1.25

亿元。 

    中国太保不仅一贯致力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积极投身慈善和福

利事业，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为灾难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15 年天津

大爆炸之后，中国太保主动向失去父亲的儿童提供教育资助，帮助受难家庭的

儿童健康成长。同时，大力发展扶贫工作，积极参与希望小学的支教活动。“当

社会上出现需要我们出手的事件时，我们必须毫不犹豫。”高董事长说到。 

    当前，面对严峻的全球环境污染和气候问题， 保险企业的加入有利于转移

环境和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风险，从而降低社会和经济的损失。自 2008 年起，

中国太保着手开发环境污染责任险，积极开展该险种的可行性研究，逐渐形成

了全国性产品为主、地方性产品为辅的完整产品体系，这其中涉及 71 款产品。

另一方面，中国太保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高防灾防损力度、创新气象指数保

险，开发清洁能源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并先后发起了多项环境友好型债权投资

计划，从而撬动资本流向绿色生态领域。 

    2016 年，中国太保度过了 25 岁生日。2017，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保险

集团之一，中国太保将坚守“保险姓保”的初心，以“数字太保”战略为引领，

一如既往地实践在社会、企业及公司治理上的责任与义务。 

 

公司动态 

 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开具上海个人医保卡余额购买商业健康险首单

（20160103） 

2017 年 1 月 1 日，客户王女士通过太保寿险“神行太保”移动终端投保的上

海医保卡项目专属产品正式生效。经与中保信平台确认，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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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具出医保卡余额购买商业健康险的行业首单。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职工自愿使用

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上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可自愿使用个人医保卡账户历年

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此次医保卡项目的专属产品共两种，一款是住院自费费用补偿医疗保险，

在上海市医保定点公立医院普通部或质子重离子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所发生的

合理且必要的自费医疗费用，按 50%的比例进行赔付；另一款是改进型重大疾

病保险，在扩展市场上现有产品保障病种范围的基础上，保费大幅低于市场同

类产品价格。 

     下一步，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将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线上线下

资源，为参保人员提供及时、便捷的承保、理赔服务。同时，引入系统内太保

安联健康险的优质资源，为参保人员提供多元化的医疗健康领域增值服务。 

 太保产险上海分公司签署上海市 IDI“新政”第一单（20160105）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产险上海分公司签署了上海 IDI“新政”（工程质量潜

在缺陷保险）实施以来的第一份保险单，标志着上海 IDI“新政”已正式落地。这

既是对 2016 年 IDI 业务推广作了圆满小结，也拉开了 2017 年大力发展 IDI“新

政”的序幕。 

     2016 年 7 月，上海市政府在总结了前三年 IDI 发展的经验之后，推出了以

全市保障房和浦东新区商品房为主推方向的 IDI 实施意见，与此同时，鼓励全

市商品房积极投保 IDI。此单投保人积极响应政府导向，向太保产险投保了 IDI。

投保人希望保险公司积极履行质量监控服务义务，并承担日后对小业主的质量

赔偿责任。公司已为上海 IDI“新政”实施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