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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9年1 月保监会开始公布风险保障金额与新增保单件数。2018 年1 月，保险行业提供风

险保障金额504.01 万亿元，新增保单件数22.64 亿件，其中产险公司保额423.93 万亿，21.91 亿

件保单，件均保额19.35 万；人身险公司累计新增保额80.08 万亿，0.73亿件保单，件均保

额109.7 万。从险种来看，寿险保单件均保额在16.47 万，健康险件均保额在27.53 万，意外险

件均保额在86.05 万，考虑到短期医疗险等险种的因素，人身险公司售卖的重疾险保额或更高

。  2019年1月各险类风险保障金额和新增保单件数     -   新增保单件数（亿）   保额（万亿）   

件均保额（万）       行业合计   22.64   504.01   22.26       产险公司   21.91   423.93   19.35       人身险公

司   0.73   80.08   109.70       分险种   新增保单件数（亿）   保额（万亿）   件均保额（万）       车

险   0.44   20.07   45.61       责任险   5.51   37.11   6.74       农险   -   0.23   -       货运险   6.06   -   -       保证

险   1.66   -   -       寿险   0.15   2.47   16.47       普通寿险   0.61   -   -       健康险   2.07   56.99   27.53       意

外险   3.28   282.25   86.05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保险市场评估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十章。首先介

绍了中国保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保险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保险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保险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保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

后分析了中国保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保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

中国保险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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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我国保险市场营销的现状和成因分析

8.3.3 完善我国保险市场营销的具体策略

 

第9章：保险业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1 保险业重点中资企业个案分析

9.1.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保险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保险业务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介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1.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4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5 中国再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6 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7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公司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8 华泰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公司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9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4）企业营销策略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10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 保险业重点外资企业个案分析

9.2.1 美国友邦保险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态分析

9.2.2 美亚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3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4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5 安联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情况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及网络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10章：保险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0.1 中国保险业发展趋势及前景预测

10.1.1 中国保险市场发展趋势

10.1.2 中国保险产品发展趋势

10.1.3 保险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10.2 中国保险行业投资建议

10.2.1 保险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0.2.2 保险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10.2.3保险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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