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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浦江潮  面向太平洋

成立于 1991 年上海黄浦江畔的中国太保，伴随改

革开放的浪潮和中国保险业的高速增长而发展壮大，

通过改制、上市、转型，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

改革发展之路，为传统国企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型提供

了有益借鉴。经历 27 年的发展，中国太保逐步成长为

资本雄厚、价值创造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综合性保

险集团，集团总客户数超过 1.2 亿，连续八年上榜《财

富》世界 500 强，2018 年位列第 220 位。中国太保代

表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缩影，更体现出总部所在地上

海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包容的鲜明品格。

一、初创期 ：黄浦江畔，改革春风，太保

应运而生
1991 年 5 月 13 日，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由交通

银行在上海注册成立，打破了行业低效垄断的经营格

局。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太保就承载了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的天然使命。在改革开放中，尚

在初创期的中国太保很快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的

发展理念，确立了“诚信天下，稳健一生”的核心价

值观。这代表了中国太保对保险应信奉最大诚信原则

的尊重，以及长期风险管理者所应有的对行业发展规

律的认知。

抓住对外开放的历史契机，逐步实现与国际的接

轨。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

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投资设立全资境外

子公司太平洋保险（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在伦敦、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孔庆伟

纽约设立代表处 ；与荷兰国际集团合资成立太平洋安

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积极学习国际先进同业的管理、

技术和理念，推动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

形成保险集团控股架构，开展分业经营机构体制

改革。2001 年 8 月 31 日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正式更

名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启

了集团化管理的新篇章。公司以发起人身份分别控股

设立太平洋产险和太平洋寿险，在促进产险、寿险的

专业化经营和防范经营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并在后续设立了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保

险资金进行专业化投资和集中化管理，提升了资金运

用效率，降低了投资风险。

通过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中国太保很快形成

了集团化管理和专业化经营的经营管理模式，推动业

务高速发展。仅十年时间，保费收入从 1991 年 2.8 亿

元增至 2000 年 152.5 亿元，增幅达 54 倍，成为中国

保险市场重要力量。

二、发展期 ：两地上市，价值导向，完善

战略布局
保险要为客户提供长期保障，保险集团也必须成

为百年老店。中国太保也在思考如何建立更先进的现

代企业制度、制定更远大的发展愿景和战略布局、推

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持续优化股权结构，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为建立

健全现代保险企业制度，中国太保积极推进股份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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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通过引进美国凯雷集团等海外投资者增资扩股，

及 2007、2009 年的 A+H 整体上市，从 2006 年前 90%

以上国有控股的单一局面，形成国有、外资优势互补、

风险共担、相互约束的稳定多元化股权结构，并多次

获得杰出董事会、杰出董事等荣誉。

完善战略布局，形成全牌照的综合保险集团。公

司与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合资成立太保安联健康险公司，

增资扩股成为安信农保绝对控股股东，优化管理架构

实现长江养老融入集团整体平台，组建太保养老投资

公司，驱动新业务版块融合发展，实现了在寿险、产险、

养老险、健康险、农业险、资产管理和养老投资的全

牌照布局，分销网络和服务网点覆盖全国，能够为客

户提供全面综合的风险管理和保障服务。

专注保险主业，坚持价值导向。上市后，中国太

保坚持“诚信天下、稳健一生、追求卓越”的核心价

值观，确立了建设“以保险业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一流金融服务集团”的战略目标，推动和实现公

司价值的持续增长。2017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总

资产和一年新业务价值分别达 3198 亿元、147 亿元、

11712 亿元和 267 亿元，较 2007 年增长 244%、113%、

279% 和 786%。

三、转型期 ：新时代，稳中求变，引领高

质量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催生保险业市场环境

不断变化，监管政策、客户、技术的变化给保险业带

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建立可持续价值增长的能力，

公司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开启了“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的战略转型，内生发展动能得到转换，价值

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响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新一届董事会启动转型 2.0。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保险业发展的新时代，保险业应服

务于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应在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难有所助上不断贡献长期风险管理和保障的

功能。2017 年，新一届董事会启动实施新一轮转型，

深化客户需求导向，明确了“客户体验最佳、业务质

量最优、风控能力最强”三大转型目标，从“人才、

数字、协同、管控、布局”五大领域全面发力，立志

成为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引领者。

坚持“稳中求变”，坚持高质量发展。面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经营环境，公司始终专注保险主业、做精

保险专业，坚持“稳中求变”。“稳”体现在市场地

位、发展质量和风险管控。市场地位稳，2018 年前三

季度，集团营业收入 2898 亿元，同比增长 11.8% ；实

现净利润 127 亿元，同比增长 16.4% ；总资产达 12902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0.2% ；公司综合实力进一步增

强。发展质量稳，寿险业务结构优化，推动新业务价

值率的提升以及剩余边际的增长。产险业务有质量的

增长加快，综合成本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资产管理

坚持稳健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坚持服务保险

2007年12月25日，中国太保在上海证交所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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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净值增长率表现平稳。风险管控稳。公司坚持

健康的股权管理和资本规划，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保

持偿付能力充足，三季度末集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达 297%。公司流动性良好，信用风险可控。进一步强

化重点风险管控，切实落实保险监管“1+4”系列文件

要求，进行专项自查和整改，各项监管评价结果优良。

全面推进转型 2.0，阶段性成效尽显。公司围绕核

心业务、新领域布局和组织健康等方面，已规划启动

了十五个转型项目集，并明确了各项目集的目标、责

任人、项目范围和管理机制。“变”正体现在转型变革

所带来的新变化，尤其是服务客户的能力提升。

加强协同共享，创新产品服务，拓展服务客户的

广度。协同共享方面，中国太保将协同作为经营哲学，

不断完善集团内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并推动协同发

展向着常态化、体系化的新阶段迈进。通过实施“百

个大客户生态圈”和“百个交叉销售示范基地”的双

百工程建设，公司对个人和团体客户的综合产品服务

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8 年前三季度来自营销员的车

险交叉销售收入超 60 亿元，为产险、寿险客户提供了

一站式综合性的保险服务。养老服务方面，中国太保

明确了养老产业五年发展规划，并实现养老产业的“破

局”。公司已在成都、上海等地确定多个意向性项目，

开发与养老社区入住及服务挂钩的保险产品，与法国

欧葆庭集团成立养老运营合资公司，打造“专属保险

产品 + 高端养老社区 + 优质专业服务”的新业务模式，

为中高端客户提供高品质养老服务。健康管理方面，

太保安联健康险搭建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深化与大健

康生态各方的合作，通过产品组合及健康服务融合等

形式，为寿险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寿险个人客户

渗透率显著提升。基金管理方面，国联安基金成为集

团的一员，丰富了服务个人客户的产品线，提升主动

投资管理能力。

洞见不同客群，提供专业方案，增加服务客户的深

度。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全力满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

求，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 IDI、食责险、环责险、地铁

运行及城市安责险等责任险业务超 40 亿元。服务国家

战略方面，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累计超 5000 亿元

的保险保障，覆盖 65 个国家地区的不同项目。服务三

农方面，积极推动价格指数保险产品创新，实现农险保

障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转变，助力稳定农民收入。

创新型价格指数农险产品扩至多个农产品种类和地区，

包括广西糖料蔗、山东鸡蛋等，风险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建设社保体系方面，2018 年前三季度承办医保合作项目

超 160 个，覆盖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参保人群超

9000 万，涌现出了江阴新农合等广受赞誉的合作模式 ；

基本长期护理险服务项目数行业第一，覆盖人数年服务

超 1300 万人，实现行业领先 ；获得税延养老险和税优

健康险的首批经营资格，市场份额领先。助力扶贫攻坚

方面，各类扶贫项目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429 万人，为

贫困地区提供 1.4 万亿元的风险保障。

创新科技应用，改善客户体验，提升服务客户的

温度。培育用户保险意识方面，推出行业内首款智能

保顾产品、具备自然语言理解能力的智能交互机器人

“阿尔法保险”，提供保险咨询建议、保障缺口分析并

按需推荐个性化产品。上线当日访问量超 20 万，三日

累计访问量突破 100 万，目前访问量超 650 万，助力

国民保险消费者教育。优化客户理赔体验方面，推出

寿险“太 e 赔”项目，简化理赔流程，优化理赔模式，

报案至申请时效由全公司上线前的 15.4 天优化到 2018

年三季度末的 3.4 天。整合客户接触界面方面，整合

原有各子公司 APP，打通产、寿险、健康险、养老、

理财业务板块，实现了客户交互统一门户“太平洋保

险 APP”，提供面向全集团客户移动端的统一接触界面。

服务评价行业领先，太保产险、寿险齐获保监会 2017

年保险公司服务评价最优评级—AA 级。

始于浦江潮，面向太平洋。展望未来，中国太保

将积极把握新时代发展机遇，主动融入服务党和国家

战略，主动服务实体经济和保障民生，持续加大转型

力度，围绕“客户体验最佳、业务质量最优、风控能

力最强”的转型目标，加快推动转型项目落地实施，

为实现“成为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引领者”的愿景而努

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