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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国太平

2020/11/02

11 月 2 日上午，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集团党委书记王思东主持会议并全文传达全会公报，对集团系
统传达学习贯彻工作和集团“十四五”规划编制进行安排部署。集团党委班子成
员、经营班子成员，股权董事，驻集团纪检监察组负责人，集团各部门、各子公司
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全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的
重大成就，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就一定能够
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
有力地推向前进。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未来 5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描绘了到 2035 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对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关系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前瞻
性、指导性。中国太平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员工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全会精神贯彻
到集团和各级机构的具体工作之中，确保五中全会精神在中国太平落地生根。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集团全系统应对复杂环境变化的机遇意识和
风险意识。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
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深刻领会“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
署，不断提升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和水平。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发展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畅通国内大循环，不断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提升保险
供给对国内日益升级的保险需要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保险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保险
需求。要努力发挥集团总部设在香港，跨境经营和在海外设有机构、熟悉海外运作
规则的优势，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深入参与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服
务港澳民生改善，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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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推动，在中国太平全系统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
神的热潮。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列
为集团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点内容和集团党校、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
“必修课”。要坚持以上率下，创新学习方式方法，在全系统营造浓厚的学习贯彻
氛围。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编制好集团“十四五”规划。
会议还对中国太平“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进行了宣导。

【太平英国继续保持惠誉国际‘A-’评级】
中国太平

2020/11/05

11 月 4 日，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公布了对中国太平保险(英国)有限
公司的评级报告，确认财务实力评级继续保持‘A-’级，评级展望稳定。
惠誉作为国际资本市场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其保险公司财务实力(IFS)评
级是综合考量保险公司财务实力、偿付能力、管理品质、市场竞争地位及长期业务
存续能力等因素后做出的评估分级。本次评级，惠誉在资本金储备、偿付能力和投
资策略等方面给予太平英国积极评价，肯定了太平英国在太平集团国际化战略中的
重要地位，并预期太平英国的承保表现将继续受益于太平集团强大的支持和国际化
发展战略，虽然短期面临挑战，长期来看业绩趋好。
面对严峻疫情给市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近期英国及欧洲疫情再度
升级对经营造成的困难叠加，太平英国在集团全方位支持下，经过认真准备和有效
沟通，最终再获‘A-’评级，为公司集中精力应对疫情、有序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外
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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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再保险姜宜道：全球再保市场承保能力充足 再保人对于承接业
务采取谨慎保守态度】
中国保险网

2020/10/28

10 月 27 日，在第二届陆家嘴国际再保险会议上，太平再保险行政总裁姜宜道
表示，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疫情给所有人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国际政治
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正在逐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宏观环境的巨大改变，以及境内外市场的诸多变化，都
在推动再保险市场的艰难转型。
姜宜道代表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太平再保险与来宾分享了对待市场变化的建议
和想法。
全球再保市场新变化
2020 年市场上最大的黑天鹅当属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已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
冲击，造成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市场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间下跌了 1/3，直接影响多家上市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及投资回报。由于
疫情仍未完全受控，给市场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目前欧美地区仍有相关索赔诉
讼，最终保险损失尚无法估计，各地因防疫而实施的隔离或闭关措施，导致经济活
动收缩、大型活动取消，保费收入亦将大受影响。相对而言，受封城停航影响，预
计今年车险航空险赔付将低于正常年度。此外，资源排挤效应使得客户风险管理资
源减少导致风险增加、客户财务状况不佳造成保费支付延迟甚至道德风险增加。
2017 年全球再保市场资本总量首次突破 6 千亿美元，之后总体保持稳定。其
中，另类资本受抵押再保险需求减弱影响，2018 年起触顶回落；传统资本震荡上
升，但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和投资减值影响，跌回 5 千亿美元以下。同时，2020 年
再保行业资本运作频繁，多家机构通过发行次级债或增发新股的方式募集资金，主
要目的是改善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以便在费率上涨周期推动业务规模提升。
总体来看，目前全球再保市场整体承保能力仍然充足，但转分市场受另类资本下降
的影响较大，再保人对于承接业务普遍采取更为谨慎保守的态度。
提及费率上涨周期，我们可以对市场的费率状况进行简单回顾。2011 年泰国
水灾后行业景气度提升，费率迅速反弹，承保利润连续数年保持高位。但盈利复苏
推动竞争重现，这一轮周期持续到 2014 年，费率开始下滑。减价周期同样持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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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2017 年连续三场飓风——哈维、艾尔玛和玛丽亚袭击北美，2017、2018 年
超强台风天鸽、山竹相继吹袭我国港澳和广东地区，再次导致全行业亏损，成为费
率反弹的导火索。自此之后，再保市场已连续 11 个季度价格回暖，并且涨幅逐步
扩大。其中，财产险直接受巨灾冲击，费率走强趋势明显；责任险也在 2019 年出
现反转。在 2018 至 2020 二季度期间，除欧洲巨灾市场外，国际保险市场费率大幅
度增长，美国巨灾费率增长近 25%。
但即使如此，2019 年产险再保市场的综合成本率仍高达 103%。其中，综合费
用率 33%，延续上行并再创新高；赔付率也仍然超过了 70%。巨灾频发导致行业整
体连续三年承保亏损。
同时，2019 年产险承保结果趋向分化。由于巨灾集中于日本，百慕大公司基
本都恢复盈利，亚洲机构保持微亏状态，劳合社和欧洲的主要全球性再保公司业绩
仍无起色。但区域性公司在本轮下行周期中承保业绩保持理想，包括巴西再、台湾
中央再和非洲再等，主要因为其境内保费占比普遍超过八成，并在当地具有垄断优
势，综合成本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有能力消化巨灾影响。
尽管承保出现亏损，但 2019 年市场净利润同比改善，市场整体 ROE 回升至
8.7%，略高于 8.1%的历史均值。再保市场盈利反弹主要受益于投资端表现理想，
消化了产险承保亏损扩大的负面影响。2019 年市场投资收益率 5.1%，录得 2007 年
以来的最佳结果。其中，净投资收益变化不大，但 2019 年股债两旺，实施 IFRS 9
的欧美公司按公允价值入账，资本利得明显改善。
从损失情况看，截至目前，2020 年再保市场暂未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连亏三
年后出现盈利曙光。然而新冠疫情成为新的致亏因素，预计对产险行业的影响将超
过上述三个飓风的损失总额，尤其是来自于欧美市场的损失更是迫使很多公司收回
盈利预期，大幅提高准备金。2020 年半年报显示，大部分公司上半年出现承保亏
损，新冠相关赔款导致综合成本率上升普遍超过 10 个百分点。由于除中国外，全
球疫情仍未出现受控迹象，预计行业在今明两年将继续面临承保亏损压力。因为新
冠疫情导致全行业连续第四年承保亏损，预计加费趋势在 2021 年将继续维持，费
率将进一步改善。
从保费情况看，2019 年再保行业保费增速全面回升，贝氏前五十大再保公司
中，24 家增幅达到两位数，仅 6 家规模下滑，合计市场份额占七成的前十大公司
全部正增长。最近三年市场加速发展，保费累计上升 34%，接近之前十年的增幅。
这主要是因为两点原因：一是刚才提到的巨灾频发推动产险费率持续反弹，产险再
保公司普遍受益；二是再保行业估值水平处于周期底部，产业资本通过并购加快外
延式增长，保费逐渐向大公司集中。不过对今年来说，尽管全球产险各主要市场及
条线普遍走硬，承保条件基本都见改善，但由于直接客户续保的保额和营业额普遍
5

下降，整体保费量可能不一定会高于 2019 年。太平再保险 2019 年整体保费增长
17%，高于市场平均 5pp，贝氏排名升至第 27 位。
尽管盈利艰难，但 2019 年至今再保市场评级结果稳中向好，贝氏前五十大公
司继续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特点。发行人评级达到 A 已成为参与国际再
保市场竞争的基本门槛，前五十大公司中仅有 5 家机构未达标。与 2017 年相比，
AA 级公司占比增加，主要因为巨灾对头部公司影响有限，三家大的欧洲再保公司
评级都获上调。亚洲再保公司的评级结果相对较低，进入贝氏前五十大排名的 8 家
机构中，只有一家达到 A+，其余 4 家机构为 A，2 家机构为 A-，1 家机构为 BBB+。
国内再保市场新准备
面对巨大的国际市场变化，我们建议国内再保险市场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在国际市场条件收紧和国内市场持续疲软的双重作用下，国际再保人对国内市
场的发展预期和高参与度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诸多国外再保人正在逐步撤出中国市
场，尤其是对于持续不盈利没有改善预期的业务，他们开始用行动进行投票，因
此，预期明年国内再保市场的承保能力将有一定程度的收紧趋势。同时，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下，一些国外再保人的评级被下调，其中某些再保人在国内市场中有
广泛的业务参与，对市场造成了不小的震动。这反过来也要求我们境内的分出公司
要更加高度重视再保人，尤其是离岸再保人的资信管理及评级情况，防患于未然，
避免再次出现前些年某些境外再保人倒闭清算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一定的联动性。直保市场费率不断下滑，根据我们的
观察，主要传统险种的费率下降百分比从个位数到双位数不等，加之近年来巨灾频
发，2012 年至今国内每年至少发生一起超强台风，由此导致整个财险直保行业在
盈亏平衡边缘挣扎。尤其是对于不具备规模优势的中小公司，承保盈利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国内再保险业全力支持直保行业发展，在海力士案、天津大爆炸等超大
赔案和各种超强台风中承担了多数赔款，并因费率连续下滑和再保条件不断恶化而
导致持续数年承保没有效益，承受着巨大的扭亏压力。
再保险作为保险行业的重要风险管理手段，为保险业的稳定健康发展起到了稳
压器和减压阀的作用。但除大力支持直保行业的发展外，再保险自身也需要积累和
资本的有效支撑，资本对其也要求有较高的正向回报，因此相应的风险管理成本是
保证再保险业持续稳定地为直保行业做出支持和服务的前提和根本。而国内再保险
业这种持续亏损的现状显然与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随着国
际市场的巨大变化，国内再保险市场有必要也有能力做出相应的改变。对此，建议
身处行业中的合作伙伴理性对待，正确评估，为自身的再保险需求寻找合适的交易
对手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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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 多年来中国再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国内再保险公司作为再保险业的主
力军，与国内的所有直保公司一起精诚合作，一路坎坷前行。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希望直保再保共同努力，攻坚克难，实现中国保险业从保
险大国迈向保险强国。

【Gartner 重磅发布，探析 2021 年九大技术趋势在保险行业的应用】
互联网保观

2020/11/18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和推进，各种新技术破土而出，大浪淘沙之后，一些技术被
淹没，另一些技术被市场青睐，占据核心位置。近日，IT 研究和咨询公司 Gartner
发布了《2021 年重要技术趋势》榜单，总结了包括行为互联网、全面体验、隐私
增强计算、分布式云、随处运营、网络安全网格、组合式智能业务、人工智能工程
和超级自动化在内的 9 大技术趋势。

Gartner 根据技术的性质将这九大趋势分为三大类：以人为本的技术，包括行
为互联网、全面体验以及隐私增强计算；实现“位置”独立的技术，包括分布式
云、随处运营和网络安全网格；弹性交付技术，包括组合式智能业务、人工智能工
程和超级自动化。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领域，保险行业对技术的应用范围、深度也在
不断加强。保险科技公司、各种规模的传统保险公司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吸收各类热
门技术趋势，用于推进运营、产品以及客户体验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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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 发布的 9 大热门技术趋势，保险公司也已经及锋而试，将其用于保险业务
的各个领域。
以人为本的技术与应用案例
趋势一：行为互联网
行为互联网是收集和使用数据来驱动行为的一种技术。简单来说，行为互联网
就是对物联网的拓展，是在物联网的基础上加入了“人”这一因素。众所周知，物
联网是利用网络将物与物连接起来的一种技术，小到手机与笔记本电脑的连接，大
到手机与家庭摄像头或汽车摄像头的连接。这些连接可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数据源，
帮助企业更全面地了解客户。
如果说物联网是金字塔底层，可收集数据，并将其转变为信息；行为物联网就
是金字塔的顶端，试图将这些信息转化为知识，并影响用户的行为。行为互联网可
从多种来源收集、合并和处理数据，包括商业客户数据、由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处
理的公民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

物联网与行为互联网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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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疫情期间的行为互联网用例包括：企业使用传感器或无线射频识别标签
（RFID）检测员工是否定期洗手；使用计算机视觉查看员工是否佩戴了口罩；使用
扬声器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警告。在这一过程中，公司不断扩大所捕获的数据
量，同时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组合、使用。接下来，行为互联网将持续影响公司
与客户之间的交互方式。
行业应用
一般企业对行为互联网的应用是尝试改变用户的行为，以促进购买或提升公司
的其他利益，保险行业对行为互联网的应用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物联网在保险行业的应用不算新鲜。早在 2015 年，Oscar Health 就与可穿戴
设备公司 Misfit 合作，为客户免费提供 Misfit 腕带计步器，允许用户设定一定目
标，并为用户提供亚马逊礼品卡作为奖励。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唤起用户的健康意
识，还能激励他们积极开展体育锻炼，从而达到节省保费的目的。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说这一应用依然依赖于物联网技术，那么随着物联网设备产出的数据体量
增大，行为互联网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例如，医疗保险公司利用可穿戴设
备了解用户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和预防状况，并跟踪这一过程。作为对健康行为的奖
励，用户也可以获得获得一定的保费折扣等附件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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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二：全面体验
全面体验结合了多种体验，包括客户体验、员工体验和用户体验等，其目标是
改善公司全方面的交互体验。
企业可利用技术将所有业务环节、流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差异化的方式与竞
争对手区分开来，从而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在这一趋势的基础上，企业可借助
这次疫情来加速各种技术的发展，包括远程工作、移动网络、虚拟技术和分布式客
户体验等。

Gartner 全面体验
在客户方面，全面体验表现为从更大范围上与客户进行互动，从而提升客户体
验。例如，通过部署相关预约系统，在客户达到某一条件时与客户进行交互，发送
提醒信息及相关注意事项。而在员工交互方面，企业可以利用全面体验的技术，让
员工能够使用自己的平板电脑等设备共享客户信息，而无需进行实际接触。这一点
在疫情期间为客户和员工的安全提供了保障，同时带来更流畅的整体体验。
行业应用
全面体验在保险行业也有不少应用，例如，保险师 APP 推出的计划书功能帮助
在代理人和保险客户之间建立起动态的联系。代理人能够在 APP 端一键制作计划
书，并立即分享给用户。现在保险师还可以提供 AI 视频计划书，实现一系列功
能，包括专业化解说和智能化定制。同时，“个人中心”板块还添加用户动态，代
理人可随时随地获取用户的信息和相关需求，并及时做出回应，大大提升了用户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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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三：隐私增强计算
企业在越来越多地共享数据的同时，对隐私或安全性的需求不断增长。在这种
背景下，隐私增强计算技术应运而生。隐私增强计算包含三种技术可在使用数据时
对数据进行保护：第一种技术提供了一个可信任的环境，可在其中处理或分析敏感
数据；第二部分以分散的方式处理和分析数据；第三部分在处理或分析之前对数据
和算法进行加密。借助这种技术，企业能够在不牺牲机密性的情况下，安全地与竞
争对手进行跨地区的合作。
随着用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隐私度的要求提升，仅仅保护静态数据已经不足
以构成竞争力，组织和企业还需要满足动态数据的隐私要求。据 Gartner 预计，到
2025 年，一半的大型企业组织将使用增强隐私计算来处理多方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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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
在与保险密切关联的医疗保健行业，隐私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医疗数据通常
由护理人员在为患者治疗的过程中生成的。一般来说，处于保护患者隐私或者市场
竞争的考虑，医疗机构不愿将这些数据与其他方共享。而动态加密为患者、医生以
及保险机构提供了一种数据加密支持，使他们可以在共享数据的同时不必担心数据
安全问题，并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实现“位置”独立的技术
趋势四：分布式云
分布式云是将云服务分布到不同物理位置的地方，但是云服务的操作、管理和演进
仍归与服务提供商负责。借助分布式云，企业可以减少延迟问题、降低数据成本
等，同时提高数据服务的合规性。

图片来源网络
行业应用
分布式云著名的应用案例包括 Netfix 和 Spotify，他们在特定地理位置部署
“迷你云”，可以即时交付内容，获得更好的性能和用户体验，而不会出现滞后或
缓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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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保险机构而言，分布式云的价值更多在于数据的合规性方面，尤其是对
于那些在全球开拓业务的公司来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数据的监管程度和要求
不尽相同。借助分布式云，保险机构能够将客户数据分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地理区
域，从而便捷运营。
趋势五：随处运营
本质上讲，随处运营的运营模型允许企业在任何地方访问、交付和启用业务，
包括在客户、雇主和业务合作伙伴的远程环境中开展运营。
随处运营模型是本质是“数字化优先，远程优先”。例如，移动银行无需进行
任何物理交互，即可处理从转账到开设账户的所有事务。这并不是说物理空间没有
容身之地，而是应该通过数字化提升物理空间的功能。
行业应用
随处运营技术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保险机构远程开展业
务、拓展市场。与移动银行的逻辑相似，很多保险公司推出了基于移动端的业务，
用户可随时随地通过移动设备进行交互或者购买保险产品。例如，Next Insurance
上线了手机网页端，用户只需登录网站，填写相关个人信息、选择保险产品、付款
成功即可。据 Next Insurance 的数据显示，该公司有超过 70%的客户通过手机端
Facebook 上的 Messenger 渠道购买保险产品。
诸多移动端保险公司的快速崛起表明，随处运营已成为制胜法宝。
趋势六：网络安全网格
网络安全网格与分布式云、随处运营的逻辑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分布式体系结
构方法，可用于可扩展、灵活和可靠的网络安全控制。现在，许多资产存在于传统
安全范围之外。网络安全网格可围绕个人或事物的身份，定义安全范围。它通过集
中策略编排和分发策略执行，实现了一种模块化、响应性更强的安全方法。随着周
边防护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围墙城市”的安全方法发展为当前的需求。
借助网络安全网格，无论资产或人员位于何处，用户都可以安全地访问任何数
字资产。大多数企业机构的网络资产现在都已超出传统的物理和逻辑安全边界，随
着随处运营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网格将能够帮助用户安全访问和使用云端应用以
及分布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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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行业应用
在这方面，众安科技推出了一系列网络安全技术，包括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业
务反欺诈、云安全监管平台等信息安全产品，为企业定制隐私数据存储、使用、共
享等解决方案，同时提供知情权管理、访问权管理、遗忘权管理、共享权管理以及
可携带权管理，确保用户安全地控制和处理信息。这些功能不仅保护了数据隐私，
同时保留了数据控制权。而从企业方来看，则有利于企业实现数据管理方面的合规
性，更好地保护隐私。
弹性交付技术
趋势七：智能组合业务
智能组合业务可帮助企业根据当前情况进行调整，并从根本上重新安排业务。
随着企业组织加速数字业务战略，推动更快的数字化转型，他们需要保持迅速的反
应能力，并根据当前可用数据做出快速业务决策。
为了成功做到这一点，企业组织必须能够更好地访问信息，并进行信息分析，
形成行业见解。这还将提高整个组织的自治度和民主化程度，使业务部门能够迅速
做出反应，而不会因效率低下的流程陷入困境。智能组合型业务能够重新设计数字
化业务流程、新业务模式、自主运营模型以及各种新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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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行业应用
智能组合业务在保险领域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澳洲民政服务部在面对福利
申请数量激增的情况下，为了适应需求的激增而改变了传统的运作方式，将面对面
的预约转移到了电话或线上，为 120 万用户提供声纹技术，并使用数字助理来协调
申请人数。
智能组合业务基于模块性、自治性、编排和发现的四个原则。借助这四个原
则，企业可创建灵活、可互换的模块，从而增强业务弹性。以线上保险公司为例，
在当前的不确定性时期，保险公司势必会面临着申请量激增的情况，目前，诸如
Verisk 之类的技术公司已经致力于提升保险公司审核申请的效率，而从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智能可组合业务会是很多保险机构的首要选择。
趋势八：人工智能工程
AI 项目通常面临可维护性、可伸缩性和治理方面的问题，这已成为大多数企业面
临的挑战。AI 工程可提升 AI 模型的多方面性能，同时实现 AI 投资的价值。
AI 工程提供了一条途径，使 AI 成为主流 DevOps 流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系
列专业且孤立的项目。该技术汇集了各种学科来更好地驾驭 AI，在实现多种 AI 技
术组合的同时提供了更清晰的价值途径。AI 工程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伦
理问题，不过，负责任的 AI 正在出现，以处理信任、透明度、道德、公平、可解
释性和合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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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行业应用
AI 技术在保险行业的用例已随处可见，各类保险机构在诉诸于 AI 技术推进数
字化转型。具体而言，AI 技术可在各个环节提升保险业务，包括保单定价、客户
体验和保险个性化以及快速、自动以理赔处理。
在定价方面，保险公司可以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借助个性化数据，为更安全的
驾驶员提供更低的车险保费。
在客户体验和个性化方面，AI 聊天机器人可利用客户的地理和社交数据，提
供个性化交互和流畅的自动购买体验。比较著名的例子有 Lemonade，该公司在客
户的购买流程中引入了 AI Maya，可帮助收集信息、提供报价并处理付款。而从国
内来看，泰康在线推出了保险智能机器人 TKer 提供自助投保、保单查询、业务办
理和人机协同功能。该机器人还可根据场景及用户需求进行定制，用户可语音咨询
选定领域的所有场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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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理赔方面，AI 的线上界面和虚拟理赔人员可以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处理理
赔和支付，同时降低欺诈风险。平安依托平安好车主 APP，部署 AI 自助理赔功
能，用户在线上发起索赔、上传现场及车辆损失照片，即可享受快捷理赔。据悉，
相比传统理赔案件处理，AI 自助理赔平均节约 8 天以上的理赔时间。平安好车主
AI 自助理赔支持理赔咨询、赔付试算、理赔百科、事故责任指引等理赔服务。
趋势九：超级自动化
超级自动化基于一种设想，即企业中可以自动化的任何事物都应该自动化。许
多公司存在未简化的业务流程，给公司造成了极其昂贵的成本和广泛的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超级自动化的想法由此形成。
超级自动化将几种流程化工具和技术相结合，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为
核心，添加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决策管理等等，从而让人类的能力集中在
更高级别的任务上，例如制定决策、解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行业应用
尽管应用的时间不长，但是自动化技术正在改善保险流程的各个领域。在这方
面，专注于自动化的公司 WorkFusion 已经走在前列，该公司基于认知自动化、机
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技术，为保险行业开发了各类解决方案，可实现理赔处理、保单
管理、合规性和承保服务等方面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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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rkFusion 官网
该公司的解决方案可实施自动化的理赔处理工作流程，包括理赔受理、评估以
及最终赔付，通过结合 RPA、机器学习和专业知识来简化和加快理赔相关的操作，
从而消除摩擦成本。
在保单管理方面，智能自动化可管理整个保单周期，包括保单发放和更新。而
在合规性方面，基于 AI 的保险自动化解决方案可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并维护数据
操作的完整日志。这些数据使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内部审查实时监视合规性情况，并
在进行外部审计时做好准备。
如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同理，各项技术也不是彼此阻阂的。
一项技术的应用及其效率提升往往建立在其他技术的基础之上，而某一项技术的失
败可能波及与之协同或配套的其他技术。现实中，由于技术的成本、人员的专业性
以及可实施性等各种问题，一个企业或机构不可能同时应用所有技术，但也不能只
抓住某一种技术，将数字化转型的使命全部寄托在这种技术上。对于保险公司来
说，更多的是应该本着一种技术思维，在明确技术功能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目标，
采取相应技术，实现想要的效果。

【英国最大保险比价平台吃 1791 万镑罚单】
Lexins 领新

2020/11/24

01 头部平台遭遇反垄断处罚
“监管和创新是一对永恒的矛盾。”2020 年 11 月 14 日“第 11 届财新峰会
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在回答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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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凌华薇关于流量平台做金融的利益冲突问题时表示，通过“流”产生金融是很
正常的事情，但确实要分开，“搅在一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损害消费者利益和个
人隐私被侵犯的情况。”
“国外处理这样一些发展极快的所谓头部公司、顶尖公司，主要依据的法律是
反垄断法。“他们都是引领创新的，但滥用了这样一个创新，可能会产生损害消费
者利益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到了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李扬称。
今天我们来围观一下上周英国反垄断监管部门对保险比价平台开出的一张热气
腾腾的天价罚单。

这只看起来有点奇怪有点搞笑的猫鼬是英国最大保险比价平台
ComparetheMarket 的代言人，他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火热的 IP，英国各大电
视台黄金时段都会不时蹦出猫鼬一家的各种广告。
ComparetheMarket 是英国家庭财产保险最大的比价平台，也是客户选择车
险、健康险、信用卡等产品经常访问的互联网平台。最近这只猫鼬一家麻烦有点
大，英国反垄断部门对他家开出了高达 1791 万英镑的天价罚单。
关于 ComparetheMarket 的更多介绍可以参考领新早期的一篇文章，点这里案
例研究: 买保险,请找一只名叫 Aleksandr 的猫鼬
02 英国反垄断执剑人 CMA
英国政府反垄断部门——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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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英国竞争法始于１９５６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法》，１９７３年英国又
制定了《公平交易法》，并设置公平交易局，下设公平交易办公室。2014 年４月
１日，英国政府同时撤销了竞争委员会和公平交易办公室，以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和著名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取而代之。
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接管了竞争委员会和公平交易办公室的大多职能，依
据１９８８年《竞争法》促进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该机构有权调查可能违反英
国或欧盟反竞争协议和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的公司和机构，调查可能会造成抑制竞争
的公司并购案等。
根据其 2019/2020 年度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CMA 根据竞争法作出
了七项执法决定，对违反竞争法的企业处以了总计 5600 万英镑的罚款，并要求 10
名参与反竞争性行为的公司董事被取消董事职务。
03 罪与罚
被处罚机构：ComparetheMarket, 是英国最大的家庭财产保险比价平台，也提
供车险、家庭财产保险、健康险、信用卡和其他产品的比价服务并促成保险交易，
客户约 730 万。运营该网站的公司为 BGL, 由 BGL (Holdings) Limited, BGL
Group Limited, BISL Limited and Compare the Market Limited 等关联法人主
体组成。CMA 将 BGL 认定为一个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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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依据：1998 年《竞争法》禁止在英国经营的商业主体之间协定或者商
定，旨在妨碍、限制或者扭曲竞争，或是对竞争产生影响的行为；《欧盟运行条
约》第 101（1）条也涵盖了影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等效反竞争协定。
处罚金额：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侵权行为，处罚金额最高可达集团在全球范围内
年营业收入的 10%，并考虑侵权的严重性以及各种可以减轻处罚的情况，本次 CMA
对 BGL 的处罚金额高达 1791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1.57 亿）
违规问题：CMA 认定在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比价网站
ComparetheMarket 违反竞争法，向通过平台销售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险机构强加
‘wide most favoured nation’（合同）条款
这个名字怎么翻译都觉得奇怪，我们就看看它到底约定了啥？简单地说，该项
合同条款禁止保险公司在其他比价平台提供更低的保费报价，以保护
ComparetheMarket 免受降价竞争，也让 ComparetheMarket 的竞争对手更加难以做
大，来挑战它本已经非常强势的地位。因为这些竞争对手无法获得更低的报价，这
是比价网站的核心价值。
这样的结果是，比价网站之间的竞争、以及通过这些平台销售的家庭财产保险
产品之间的竞争都受到了限制。CMA 发现这样很有可能导致了消费者承受了更高的
保费。
04 CMA 如是说
CMA 的调查的结论认为：ComparetheMarket’的‘wide most favoured
nation’条款会导致三个不良后果：
1. 禁止签约保险机构向其他比价网站提供更低的报价，因此，压制了所有家庭
财产保险公司在比价网站上的竞争。
2. 其他比价平台即使降低佣金也无法获取更低的报价，没法做大做强。
3. 也让 ComparetheMarket 的竞争压力得以减轻，例如，如果没有这个条款，
他自己也必须通过降低佣金，以给消费者更低的报价。
尽管 CMA 调查开始后的两个月，即 2017 年 11 月 30 日，ComparetheMarket 通
知保险机构，他们将不再强制使用”wide most favoured nation”条款，但为时
已晚，这无法阻止 CMA 对已经认定的违法行为开出巨额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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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Grenfell, CMA 的执行负责人（Executive Director for
Enforcement）表示“比价网站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他们促进了服务供应商之
间的竞争，让消费者很容易获取最优惠的价格。
因此，作为多年来英国家庭财产保险最大的比价平台，ComparetheMarket 在
合同中约定限制保险机构向其他竞争对手的网站提供更优惠折扣的行为是不可接受
的。这个限制了有可能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
数字平台能够有力地促进竞争，有利于消费者。因此，我们决心一定要保护这
样的权益，确保竞争没有被非法地限制。这次处罚是一个警告，凡是有违法行为存
在的地方，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介入，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05 高额罚金影响几何？
BHL (UK) Holdings2018/2019 财年（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营业总额为 7.528
亿英镑，较前 12 个月的 6.902 亿英镑增加了 9%；税前利润从 1.258 亿英镑增长到
1.279 亿英镑。
同期 BGL Group's 总收入 7.144 亿英镑，同比增加 8.7%；税前利润从 1.435
亿英镑增加到 1.596 亿英镑。这样看起来，1791 万英镑罚单虽然能 Hold 住，但也
是非常肉疼的，这还没有考虑对公司和平台商誉造成的影响。
06 一点启示
11 月 14 日的财新峰会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也
表示“金融创新也不能形成寡头垄断，获取超额回报，损害公众利益，从创新开拓
者退变为创新阻碍者，沦为破坏游戏规则的利己工具。”
双十一前夜，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
见稿)》，虽然这个条例只是个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正式实施，但是资本市场已经
率先做出了反应。无论从高层态度，还是国际经验，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都是必然
趋势。再往深层说，我们日常进行的购买、消费、支付等行为都是广义的信息传
递。互联网让各种信息的传递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掌握
信息底层技术的公司，它的行为就不再仅仅是商业行为，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意
涵，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来进行规范。

22

【惠誉表示，与大流行相关的再保险损失在今年头 9 个月逐渐减少】
【Pandemic related reinsurance losses fading in 9M20, Fitch
suggests】
Reinsurance News 2020/11/16
Fitch Ratings’ reinsurance dashboard for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2020 suggests
pandemic-related losses have started to fade.
Hannover Rueck SE, SCOR and Swiss Re all booked fewer pandemic-related claims
reserves in 3Q20 than in 2Q20, as the actual loss experience did not require any major
adjustments to expected claims in most of the affected business lines.
Fitch notes that exception to this was Munich Re, which added €800 million of claims
reserves in 3Q20.
These are believed to to be mostly linked to event cancellation covers – where Munich
Re is one of the global market leaders.
Fitch Ratings expects event cancellations to cause further claims in the industry in 4Q20
as several countries have re-established lockdowns.
Hannover Re, Munich Re and SCOR all remained profitable despite underwriting losses
incurred in 9M20.
This is reportedly due to a comparatively light natural catastrophe loading and an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lying underwriting result, adjusted for pandemic-related
claims due to higher risk-adjusted prices.
The same factors helped Swiss Re to substantially reduce its net loss in 3Q20, which had
been reported after six months.
Return on investment fell in 9M20 for all major reinsurers due to falling reinvestment
yields and lower realised gains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Fitch’s report notes how all four major reinsurers have been well capitalised so far in
2020, maintaining their capital levels within their set target r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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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 them issued subordinated notes to bolster the capital base in 3Q20, while only
Hannover Re used all of the proceeds to immediately call existing subordinate d notes in
the same quarter.
All major reinsurers have voiced cautious optimism for 2021 as they expected the
hardening reinsurance market with risk-adjusted price increases to continue.
At the same time, changes in terms and conditions, such as excluding pandemic covers in
new or renewed, should progressively reduce the pandemic-related claims burden in
property and casualty reinsurance, Fitch believes.
Nevertheless, the uncertainty around ultimate losse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remains
high.

【瑞再预计 2021 年财产险再保承保业绩将会改善】
【Swiss Re expects P&C Re underwriting performance to improve in
2021】
Reinsurance News 2020/11/20
Global reinsurance giant Swiss Re has said that it expects its property and casualty
reinsurance (P&C Re) normalised combined ratio to improve to 96% or less in 2021, as
the firm pursues targeted growth in a hardening marketplace.
The Switzerland-based reinsurer is holding its Investor Day today, during which the
company is set to confirm its over-the-cycle financial targets and deliver a positive
outlook, driven by improving market conditions and targeted growth opportunities.
Swiss Re highlights its reinsurance business as a “powerful franchise” with solid earnings
momentum. Within P&C Re, the firm is targeting growth in the firming reinsurance
market and is focused on expanding underwriting margins, in part to offset the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In 2021, Swiss Re’s P&C Re operation is expected to improve its normalised combined
ratio to less than or equal to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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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the year, Swiss Re reported an overall net loss of $691
million, with its P&C Re segment posting a loss of $201 million and a combined ratio of
110.3%.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reinsurer’s performance has been heavily impa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For 9M 2020, Swiss Re reported that its life and health reinsurance (L&H Re) operation
recorded net income of $72 million. Today, the reinsurer notes that L&H Re has
maintained its successful track record in spite of th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The unit has achieved strong new business generation, notes the firm, and together with
its active management of in-force business,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underlying
earnings growth.
Away from its reinsurance businesses, Swiss Re notes that management actions
announced last year at its Corporate Solutions arm is driving the successful turnaround
of the business. As a result, Swiss Re expects the business to achieve a normalised
combined ratio that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its 98% target in 2021.
The firm highlights the pronounced hard market landscape, noting that this offers the
unit opportunities for profitable growth in areas it ha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urse,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has also hit the asset side of insurer and
reinsurer balance sheets. For Swiss Re, proactive management has helped it to navigate
the market volatility in 2020, with the Group’s return on investment remaining strong
despite the lower for longer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Swiss Re says that this has been
supported by its commitment to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rinciples.
Additionally, Swiss Re feels that the defensive positioning of its asset management
portfolio, coupled with the significantly reduced financial market risk profile of Swiss Re
following the sale of ReAssure, provides it with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investment
returns in the future.
Swiss Re Group’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Christian Mumenthaler, commented:
“We are optimistic on the outlook for all of our businesses as we see positive
momentum in the underlying earnings power of the Group. Our confidence is
underpinned by Swiss Re’s capital strength and the proactive approach we have taken to
the Group’s COVID-19 reserves. We expect that COVID-19 will remain an earnings and
not a capital event for the Group, with declining exposures going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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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focused on delivering on our financial targets and capital management
pri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our strategy positions Swiss Re for long-term success.”
The global reinsurer also highlights its pursuit of risk partnerships to open up new longterm opportunities, noting that its white-label digital insurance platform, iptiQ,
continues to expand. Based on the segment’s current growth trajectory and peer
valuations, iptiQ’s market-implied valuation has increased to around $2 billion.

【Jefferies：像 2001 年这样的硬市场可能会在再保险市场持续多年】
【Multi-year hard market like 2001 possible in reinsurance:
Jefferies】
Artemis

2020/11/23

An aggregation of similar inflationary factors to those seen in 2001 means the
reinsurance market may see a multi-year hard market, according to analysts at Jefferies.
Jefferies analyst team believes that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mpanies are facing
asset, liability and earnings related issues, which together could conspire to drive rates
higher across a number of years.
“With the 2021 reinsurance renewals approaching, we expect prices to rise materially,”
the analysts explained.
Adding that, “As conditions in 2020 are reminiscent of 2001, multi-year rises may be
possible.”
Back in 2000 to 2001, the global reinsurance market saw: asset side issues as high
exposure to equities made re/insurers vulnerable to the fallout of the dot com bubble;
liability side issues as many players found material reserve strengthening was necessary;
and earnings issues as events including 9/11, the Air Lanka war loss, the Hughes
satellites, Petrobras rigs, Toulouse refinery explosion and Enron, all ate into returns on
equity (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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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0, Jefferies analysts believe that a similar range of factors now threaten the global
reinsurance markets’ ability to make adequate returns, which should drive them to push
for higher pricing, for longer.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rket in 2020 include: on the asset side the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and equity market volatility; on the liability side reinsurers are again finding
the need to materially strengthen reserves due to issues such as the opioid crisis,
chemical posioning cases, and social inflation; while reinsurance sector earnings have
been depressed for “an almost unprecedented four consecutive years,” due to natural
catastrophe impacts, unusually high man-made losse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vestment yields in particular are seen as particularly influential of pricing, with
reinsurers forecasting that further declines will need them to make more off the
underwriting sides of their reinsurance businesses.
“In our view, reinsurance in 2020 is reminiscent of 2000-2001, with an aggregation of
inflationary factors, making a similar multi-year hard market a possibility,” the analysts
said.
All of which stacks up to a traditional side of the market that needs more rate and so
should be more disciplined than it has been seen to be since 2010, when it clearly chased
rate down in favour of maintaining market share as the 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 (ILS)
market grew in size.
Capital inflows are less pronounced on the ILS side of the market at this time and there is
a clear desire to secure better returns among ILS funds and their investors.
But how long can discipline remain, on both sides, as the capital builds and pressure to
sustain portfolios leads to increasing competition for new reinsurance underwriting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efficiency and how much rate is actually
required to support different kinds of reinsurance underwriting business models.
This may now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how long rate rises can be
sustained and how much further reinsurance can harden, as those with the most
efficient business models and capital can and will push for market share, which could
result in another chase towards sof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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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market at this time, it also provides great opportunity for
new and more efficient business models to build market share, making this an
opportune time for start-ups with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and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re the private equity money begins to flow over the next 18 months or so, as
there is every chance investors tire rapidly of those start-ups launching that do not offer
anything really new or innovative to sustain them over the longer-term and across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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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三季度财险经营分析会】
茶道燕梳

2020/11/09

10 月 29 日上午，茶道燕梳 2020 年第三季度财险经营分析会在上海举行，本
次活动也是茶道燕梳创办以来各系列活动的第 100 期。
七炅科技十分荣幸能在这样一个特殊意义的时刻，与各位道友探讨财险行业在
2020 年三季度的发展情况。七炅科技创始人赵昕女士结合多年行业经验，从宏观
监管、行业信息、车险综改三个部分进行了分享。
第一部分｜宏观+监管
今年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包括《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

直接涉及保险业的包括鼓励保险产业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并支持开发落实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等相关政策，保险与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促进双方共
同发展；大力推进农业保险，鼓励地方自主开展畜禽养殖收益险、畜产品价格险试
点等。
保险已经从底层民生至科技发展，在持续发挥着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
器”的作用。宏观政策的支持也必将为保险本身的发展提供更加向上的环境，行业
紧跟趋势把握红利，多领域探索和发展。

传统汽车销量四月开始走出疫情，三季度与去年同期增速持平。
新能源车销量，7 月开始呈现正增长，并逐月上升。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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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牌集中，前三大分别为五菱、特斯拉和比亚迪。五菱宏光 mini EV 更成为三
季度网红，九月超越特斯拉成为新能源销量冠军。
2、纯电动与混电动比例为 8：2，且差距进一步扩大；A00 级（微型车）车辆占据
市场份额的 32%，随着“新能源下乡”的推进，纯电动微型车销量将进一步增长。
货车销量自四月起同比增速大幅上升，连续多月增速超 50%。
今年 9-10 月我国快递月收件数量达到 100 亿，加之国家多项政策保驾护航，
物流行业持续大热，货车作为其核心生产要素，料将持续保持可观销量。
三季度以来洪灾严重，七千余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两千多亿；台风“三
连击”集中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等地农业损失达百亿元；旱灾呈现阶段性、
区域性特征，北方地区旱情较重，受灾损失占三分之二。
三季度监管对财险公司共开出 154 张罚单，较 2019 年三季度同比上升 133%；
险种主要集中在车险，收到 95 张；山东地区监管最严格，共收到 45 张罚单，居全
国第一，且超 95%为银保监分局开出，体现了监管下沉的趋势。
第二部分｜行业经营情况
截至三季度末，财险累计保费收入 10592 亿元，同比增长 8.4%，保单件数
3494 亿件，同比增长 7.4%，月度保费及累计保费收入增速基本与去年持平。

地区保费前十名基本不变，广东居第一，江苏紧随其后且差距进一步缩小，但
各地保费恢复进度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
控制疫情迅速，整体表现平稳：代表城市有浙江、山东、河南，全年未受影
响，总体原因主要为控制疫情速度快，造成影响小。
下半年开始追赶，寻找新突破口：代表城市为江苏、北京、山西；北京江苏作
为人口和经济都靠前的省份，险种以车险为主，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严重，下半年
恢复；山西下半年在农险领域做了诸多尝试，对保费追赶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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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或海外影响，全年受创：代表城市为广东、上海及湖北；广东上半年受
国内疫情影响，下半年海外疫情爆发，作为贸易大省，受到较大影响；上海产险市
场的车险和责任险保费超 60%以上，疫情原因车险发展放缓，责任险因企业经营困
难，总体大滑坡；湖北受疫情和洪灾双重影响，至今仍未恢复。

车险作为财产险的第一大险种，整体表现稳定。
保证险领域出现多起大案，金融兑付困境屡见不鲜，数额触目惊心。银保监会
9 月 21 日发布《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前管理操作指引》和《融资性信保业务保后管
理操作指引》，旨在严格规范行业行为，谨慎开展保证险业务。
农险发展迅猛，自 2007 开始农险保费以平均 25%的年增速增长。监管放管结
合，力求平稳有序。6 月 18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农业保险业务
经营条件的通知》，对于农险的准入、经营、退出都做出了更加详尽的规定。
2020 年 8 月 19 日中农再保险获批筹建，注册资本高达 161 亿元，为我国注册
资本最高的再保险公司，中农再保险成立后将代替农共体，完善中国农业再保险体
系。
2020 年截至三季度，各上市险企保费收入增速，从侧面反映其产业布局及科
技应用情况，多产业布局科技赋能发展的险企，保费增速平稳，发展稳中求快。
第三部分｜车险综改应对
以降价、增保、提质为阶段性目标的车险综改，于 9 月 19 日正式上线。
本次综改后地区间差异极大，需要机构接过决策的接力棒，在总部自顾不暇的
情况下，应快速自救寻找出路。从短期到长期来看，“出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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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足监管和市场的基本要求
综改后，监管的制度更加完善和细致，监管权限下放至银保监局；监管维度更
加多元，地区之间的差异愈发明显。因此，主战场下沉到了分支机构，机构从执行
者的角色，转变为自主应对地方市场的决策者。
此时，分支机构需要快速平衡监管和市场的双重要求，对于不同业务、不同渠
道给出不同报价政策的同时，回溯及预判监控指标，不踩红线。
能够“快”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工堆砌，投入人力监控计算，但此方式显
然不利于控制成本；另一种是借助外部工具，监控指标，决定某些维度下的某类业
务是否按照市场跟进。
2、结合自身情况，选择细分市场
不管是保险发展的趋势还是当前市场的客观条件，险企都需要做细分市场。
不同车种，情况不同：
私家车：能找到好业务的情况下，也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用车、城市公交：具有特殊性，通常是深度合作的业务。
出租租赁：赔付较高，通常避之不及。
货车：增速可观，体量不错，在做好风控的基础上，是不错的选择。
所谓细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来做的业务现在探索新的可能性，二是原来
不做的业务现在通过评估再开始做。
以私家车和货车为例：
私家车，目前市场已经比较饱和，行业可以考虑与价值中介合作，利用数字科
技及渠道特点，有差异地开展业务。
货车，此前许多公司因为其高赔付而放弃，而综改后在赔付拉平的情况下，可
以利用自身或外部的工具做好货车的保前和保后风控，开展货车业务。
3、有深度的特色产品
本次《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于创新产品提出了几种可能。
（1）支持行业开发附加险产品：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
（2）支持行业制定示范条款：新能源车险、驾乘人员意外险、机动车延长保修险
（3）支持行业探索创新产品：机动车里程保险（U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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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单独开发、探索创新保险产品大多面临着缺人才、缺数据、缺渠道、总部
无法提供更多支持的困境。如果与渠道方及第三方科技公司建立深度联系，则是一
条可靠路径。
三季度，行业的经营在监管中建立标准，在改革中寻求出路，不管变化多少，
未来如何，对于各司的要求始终是不变的——好好修炼内功，提升效率开拓创新。

【渡劫 2020：亏损 118 亿，产险公司还能挣到钱吗？】
今日保

2020/11/04

7 月份一波投资端的强势鸡血，让保险行业总算在这个神展开一般的 2020 年
勉强有了喘息的余地，特别是对于在今年前 9 月已经净利润亏损超过百亿的财产险
行业。
有媒体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产险公司净亏损约 118 亿元，同比断崖式下降。
剔除所得税费用，产险公司预计亏损也达到 21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蒸发超过 500
亿元。
而如果排除投资影响，单从承保利润来看，2020 年前 9 月，产险公司承保亏
损超 28 亿，较 2019 年同期直接减少了 60 多亿元。
虽然今年还没有结束，但产险行业或许是需要有接受亏损的心理准备了。按理
说，盈亏都是一个行业的常事，不过这种触目惊心的数据让人们不得不担心的是，
做产险是不是真的挣不到钱了？而且，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开始？
1.车险越来越靠不住？
作为产险保费占比最大的险种，车险可以说一直是财产险行业的主力险种，财
产险行业从 2018 年的整体承保利润亏损，到 2019 年的扭亏为盈，也主要来自车险
实现了从亏损 8 亿到 104 亿的承保盈利。
在今年前 9 月，车险不仅仍贡献了近七成的保费收入，还在实现承保利润 104
亿元的同时，保持了同比增长。
但根据前 6 月数据来看，车险承保利润就达到了 150 亿元，也就是说，在三季
度车险承保利润亏损 45 亿元。
而且根据相关报道，在 9 月一个月中，车险的承保利润减少 23 亿元。而 9 月
19 日，正是车险综合改革启动之时。
长期以来，车险行业高定价、高手续费、经营粗放、竞争失序、数据失真的问
题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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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实施综合费改以来，车险改革基本上实现了保费、手续费双下降，保险责
任限额扩大、投保率上升的新局面，也的确更好地让利于消费者。
但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在综合费改的进行中，传统的展业手段将越加困难，开
拓新的、成熟的展业方式，可能又将一轮新的探索与投入，这也使得车险保费收入
下滑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有行业头部公司预测，明年车险下滑幅度或将达两成，而 9 月出现的信号，似
乎也正印证着这个趋势。事实上，头部公司费改 1 个月已经出现 20%的车险保费下
滑。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车险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车险在保费和承保利润上进一
步缩水。
这时候，大多数险企如果在车险市场持续投入似乎只能将一个 2020 年大火的
词不断复读——内卷。
2.非车险何以为依？
将目光转向各个非车险，虽然非车险在近些年发展迅速，但有没有哪一个业务
能真正扛起财产险的行业大旗？
2020 年前 9 月，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仍双双亏损，二者联手为行业贡献了超
过百亿的利润负数。
作为一度最被看好的非车险业务，信保业务似乎并没有过上几年好日子。
2016 年后，越加频发的违约和“爆雷”事件，让原本稳赚不赔的信保业务开
始蒙受天文数字般的赔付损失，甚至数家老牌险企都陷入其中。缩减、停关等现
状，也成为今年以来信用保证保险的真实发展情景。
尽管加强承保条件和事前风控措施已经成为各家信保业务主体的共识，但随着
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可以预见未来的违约事件的出现将不会是小概率
事件，信保业务仍将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而企业财产险、家庭财产险、责任保险以及农业保险等险种在短期内都很难在
利润上对行业有更显著的贡献。这个时候很多财产险公司都在意外险、短期健康险
中寻求突破。
虽然不是传统财产险业务，但自从获准经营以上险种以来，产险公司在这个领
域上发展极其迅速。
2020 年前 9 月，产险公司经营的意外险、短期健康险保费收入超过 1300 亿
元，持续稳坐产险公司除车险外第二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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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产险公司经营意外险、健康险方面难以盈利已是行业内外的共识。
同样是在今年前 9 月，产险公司的意外险、健康险的承保利润也是毫无悬念的
双双亏损合计近 40 亿，很多公司对这类产品的定位也是为了客户流量和投资现金
流。
3.挣到钱日子就好过了吗？
日保》整理，前三季度，83 家财险公司实现净利润 402.75 亿元，同比下降
17%。57 家企业实现盈利，合计利润 422.1 亿元，26 家企业亏损，合计亏损 19.3
亿元。
其中老三家实现净利润 318.6 亿元，分别为人保 174.08 亿、平安 106.99 亿、
太保 37.53 亿。虽然仍然在挣钱，而且仍然占据了行业利润的绝大部分，但较去年
同期的 416.06 亿也有大幅减少。
去年前 9 月，人保实现净利润 219.85 亿，平安 153.57 亿、太保 45.64 亿，三
家合计较去年减少近百亿利润。

仅从 9 月数据看，去年老三家共实现 98.87 亿净利润，而今年仅 76.39 亿，较
去年减少 22.48 亿元。除老三家外中小险企 9 月份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也下滑了 5 个
亿。
也就是说，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面临利润下滑的处境，盈利的公司中，仅
有 6 家超过 5 亿以上。
大环境的变化、行业竞争的加剧对任何一个公司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只是相对
于抗风险能力更强的老牌大公司，这样的形势对中、小企业显得更加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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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还是只能靠投资吗？
承保端和投资端是保险公司最重要的两条腿，只不过，相比寿险公司拥有大量
的长期资金，以一年期保费为主的产险公司在资金运用方面没有那么游刃有余。
通过不断扩大保费规模的确能拉动投资收益，并实现盈利，但本身业务在承保
利润得不到保证的情况，势必会对投资收益率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今，利率下行、投资收入预期降低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规模的扩张更难覆
盖承保亏损的缺口。
也许，今年 7 月这一波投资端的利好虽然可遇不可求，但也让重压之下的产险
公司和整个财产险行业终于能暂时能安下心来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产险要怎样才能
挣到钱？

【新能源汽车销量翻一番 车险市场能否迎来增长点】
金融时报

2020/11/25

近期，蔚来汽车、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发布的三季度报告显示，三家公司毛利
率均实现由负转正。在业内专家看来，受益于良好的政策，新能源汽车在我国发展
前景可观，与之配套的保险产品将成为车主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受政策扶持、环保理念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最新数据显示，10 月份
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 14.4 万辆，同比增长 119.8%，环比增长 15.9%；零售销量
也达到 13.3 万辆，同比增长 110.4%，环比增长 20.1%。不过，由于缺少新能源汽
车专属车险产品，消费者只能选择传统车险，导致产品与消费者实际需求不匹配。
“我对现在的车险产品肯定是不满意的。首先，新能源汽车承保按照国家补贴
前的原价定保费，导致目前新能源汽车可投保的产品价格都很高，但赔付的时候却
按补贴后的价格赔付，这点让我难以接受。其次，传统车险附赠对发动机、变速箱
等保养，新能源汽车根本用不上，只能白白浪费。另外，新能源汽车最容易发生故
障、最大的风险点是电池，可是现在的保险产品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一旦电
池出了问题就得换电池，导致维修成本过高，怎么都不划算。”北京新能源汽车车
主王先生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2018 年中国保信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保险风险分析与政策建议》调查报告曾
指出，保险公司难以对新能源汽车风险做更加全面的评估和控制。整体来看，新能
源汽车的单均保费比燃油车高 21%，购置价在 10 万元至 30 万元之间的新能源汽车
单均保费高于燃油车，30 万元至 50 万元之间的新能源车与燃油车保费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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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上述诸多理由，消费者对新能源专属保险产品期待较高。但记者在采访
过程中发现，部分保险公司对新能源车险问题讳莫如深，并没有透露是否在开发相
关产品。
消费者苦于没有专属产品，而保险公司迟迟未能推出相关产品的原因在哪里？
有需求无供给，面对车险增速下滑的现状，保险公司又“何乐而不为”？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在安全性能指标上，与燃油车存在不小的差
异，新能源车险迟迟不能面世，一方面，缺乏足够多的数据支持，直接导致保险公
司对新能源汽车风险把控不足，虽然新能源汽车近几年快速发展，但积累的数据不
足以反映当前新能源汽车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车中，既有纯电动，
也有混合动力，混合动力既有电池系统，也有动力总成。因此，保险公司研发新能
源车险需兼顾不同车型的风险保障，进一步加剧了开发难度。
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龙头”特斯拉也同样面临此种难题。数据显示，特斯
拉 Model S 平均每年的保费大约为 3300 美元。因为保险公司对特斯拉的数据掌握
不够多，导致特斯拉的保费不便宜。2019 年 4 月，特斯拉推出了属于自己的保险
产品，据说能以更低成本提供保险服务，保费将会比传统车险降低 20%左右。特斯
拉总裁马斯克曾公开表示，未来，数据不会只是统计数据，而是具体的解决方案。
对于高度依赖数据的保险产品来说，汽车制造商有可能精准地捕捉电动汽车的数
据，有更好的条件把控风险，从而实现精准定价。
随着《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等政策密集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将进一步加快。有专家预计，新
能源汽车在总承保汽车的占比会快速上升。
安盛天平总精算师兼首席定价官殷兆男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未来，新能
源车险业务经过提炼以及新增，或许会成为车险业务中值得期待的增长点。
事实上，监管机构近几年持续鼓励保险公司在合理范围内对车险产品进行创新
开发。车险综合改革施行两月有余，殷兆男认为，车险综合改革给经营车险的财险
公司，特别是中小险企更多机会。“首先，此次车改把定价权交给保险公司，保险
公司对风险的筛选能力、定价能力变得非常重要。之前每家公司都有简单或复杂的
模型在运作，就是靠数据的积累，靠精算模型在背后的预测。车险综合改革对中小
公司来说，定价能力的重要性得到显现。其次，此次车改对中小公司有一些特别的
政策支持，其中就包括产品创新。优先支持中小险企进行产品创新，无疑给了中小
险企更多发展空间。”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鼓励各地调整优化
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同时，强调要加强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建设。预
计未来新能源汽车充电等问题将进一步得到缓解，而与之相匹配的保险产品也将逐
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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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险“里程碑”，涉及 31 省 338 地市：摆脱“一省一费”，三大主粮成
本保险，基准纯风险损失率发布！】
13 个精算师

2020/11/17

摆脱“一省一费”
三大主粮成本保险（稻谷、小麦、玉米）
31 省 338 地市的分区费率
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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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企协议赔款、农民投保逆选择
有望得到改善
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处于从粗放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
决，比如“一省一费”。
今日，精算师协会向各家财险公司下发了《稻谷、小麦、玉米成本保险行业基
准纯风险损失率表（2020 版）》，可以说是迈出了我国摆脱“一省一费”制度的
重要一步！
01. 中国，世界第二大农险市场
13 年的快速发展期

自 2007 年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提供保费补贴后，农险就进入了 13 年的快
速发展期，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国家”，保费规模仅次于美国。
从上图可以看到，在这 13 年间，农业保险保费从不到 10 亿，一路上升至 672
亿，翻了近 80 倍，复合增长率在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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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不少专业农险公司相继诞生，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也更加多元化，
从最初的人保一家，演变至如今的 30 多家。
更多内容参见《农险迎新规，两家公司要退出？涉及 300+省级分公司，看农
险经营的三大梯队！》
虽然，近年来农业保险发展较快，我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农险市场，但是，农
险也处在从粗放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阶段，面临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一省一
费”。
02. 摆脱“一省一费”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简单的“一省一费”，已经延续了 14 年
了解农险的大家都知道，我国农业保险 14 年来一直沿用“一省一费”（即在
一个省域范围内，对同一种保险标的收取相同金额的亩均或头均保费）的简单做
法。
而且，由于农险是政策性业务，各省区主要农险产品的费率厘定，不是以保险
机构风险定价为主，而是财政部门、农牧部门、保险机构等农险市场各方协商确
定。
其实，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采取这一方式可以理解，毕竟当时我国农险经验
数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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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我国不少省份占地面积较大，省内各地区之间的风险差异较大，
“一省一费”这一简单方法，会导致风险与保费的不对等。
以内蒙古为例：不同地区的赔付率差异可能会超过 20 个百分点
以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该区跨越了三个时区、29 个经度，东西直线距
离 2400 公里，横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区，面积近 120 万平方公里。
从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来看，呼伦贝尔、兴安盟等东部地区受旱灾影响最
大，而让中部河套地区的农户最担心的则是涝灾。
对于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生态多样的省区，如果农业保险仍采用“一省一费”
的方式，显然欠缺一定的合理性。
在这里，我们从 2010 年-2018 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区的农险业务简单赔付
率情况也可以一探究竟。

从上图可以看出，同样的一个省区，如果采用“一省一费”的方式，不同地区
的赔付率差异可能会超过 20 个百分点，这将大大降低农业保险在保障农业、服务
三农方面的效果。
所以，开展风险区划研究、推进农险产品精准定价，已成为加快农险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工作和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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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三大主粮作物
“首张风险区划图”
监管指导，历时 1 年，调整 5 版：风险区划终于定稿
2019 年，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可
以说是指导未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相关内容，参见《农险“新时代”：四部委联发<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重
磅文件的学习有感》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保险风险区划研究，构建农业保
险生产风险地图，发布农业保险纯风险损失率，建立科学的保费拟订和动态调整机
制。
虽然，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已覆盖农林牧渔领域 270 多个品种，但是，农险规模
占比比较大的还是中央财政补贴品种，尤其是三大主粮作物，稻谷、小麦、玉米占
了 70%左右的市场份额。
为此，在银保监会的指导下，精算师协会和银保信组织行业力量，成立了农险
风险区划研究测算小组，率先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的全国风险区
划。
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以 11.6 亿条保险业务数据为核心，辅以地理、耕地范
围、NDVI 等数据，建立风险评估区划模型，形成了风险区划 1.0 版本。
之后，又引入并融合北师大研究团队的灾害模型评估结果、农科院信息所研究
团队的产量统计模型评估结果，形成 2.0 版本。
为了做到做到精益求精，汲取各方智慧对区划结果进行再优化，后续，又引入
1978 年以来历史农业受灾数据，经过多次测算，最终定稿形成当前的风险区划 5.0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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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粮作物的“首张风险区划图”

从水稻纯风险损失率地图，可以看到呈现由北向南降低的总体规律，中部地区
的湖北等地区风险相对周边更高。

从水稻纯风险损失率地图，可以看到呈现由北向南高-低-高的总体规律，低风
险地区分布与北京到腾冲联线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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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米纯风险损失率地图，可以看到呈现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降低的总体规律。
以内蒙为例：风险可以细分到 5 个等级
大家可能从上面三个图，不能仔细的看出差别，小编还是以内蒙为例，下图是
内蒙古玉米的纯风险损失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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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到，内蒙古自治区下辖的 12 个地级市，玉米的纯风险损失
率大致可以划分成 5 个等级。
其中，最北部的呼伦贝尔和兴安盟，以及包头的风险损失率最高，风险最低的
是阿拉善。
大家如果回顾，前文我们提到的近 9 年内蒙古地区的农险简单赔付率地图的
话，会发现风险分布和赔付分布有点相似。
这就说明，新的风险区划，体现出了各区域的实际风险状况。
04.农险市场的“里程碑”
31 省 338 地市的分区费率
摆脱“一省一费”，避免逆选择和违规问题！
从 2007 年中央财政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到现在，中国的农业保险已经走过
了 14 个年头，农险也已经发展成为继保证险和责任险之后保费规模第三大的财产
险险种。
但由于政策农险的特殊性，过去的 14 年里，缺少相关精算数据支持，我国农
险产品的费率厘定主要是财政部门、农牧部门、保险机构等农险市场各方协商确
定，主观判断对费率厘定影响较大，产品定价的科学性不足。
这也间接导致高风险区域的农户获得了高性价比保障，投保更加积极，低风险
地区农户则因保障性价比偏低而选择不投保，产生投保逆选择。
还有，保险机构倾向于对不同风险区域的业务选择性承保，对高风险区域，协
议赔付、平均赔付等。
相信，三大主粮作物的 31 省 338 地市分区费率发布后，有望改善之前“一省
一费”导致的逆选择现象和违规问题。
农险市场的“里程碑”
此外，中精协发布的《稻谷、小麦和玉米成本保险行业基准纯风险损失率表
（2020 版）》，引导行业对农险建立起精算意识，填补了行业农险基准纯风险损
失率的空白，可以说是农险市场的重要里程碑。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凡事都有个开头~
农险保险的定价最终还是要依托保险数据和精算模型，行业建立科学的农险费
率拟订和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实现基于地区风险的差异化定价的方向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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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风险损失率表的推出也仅仅是农业保险精算制度完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让农业保险精算发展的未来路径更为清晰，后续还会配合示范条款和业务
规范的使用，通过不断的完善，使得未来行业的农险精算制度更加健全。
随着，风险区划确定，准入政策调整，示范条款、招标文件统一等制度的陆续
到位，农业保险的顶层设计越发完善，必将助力农业保险实现高质量发展。
保险公司，也将推出更加质优价廉的服务，推动我国的农业保险事业不断向专
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
目标 2022 年，农业保险保费达到 840 亿，年均增长 10%！

【后疫情时期再保市场侧影：主体业绩加温上行，国际市场承压需提防
间接影响】
蓝鲸财经

2020/11/03

当下，保险公司 3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已经进入尾声，多数再保公司也已披露
2020 年 3 季度业绩数据，在疫情逐步的控制，保险市场回暖，保险需求激发的背
景之下，再保市场也在呈现新的特点。整体数据来看，3 季度，各主体在保费增
幅方面有所加速，净利润也表现稳定。
业内人士提出，我国再保业务受疫情影响要弱于国际，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
保险保障渗透力不足的现状。对于再保主体而言，面对在疫情之下暴露出的保障
缺口，参与保险保障产品创新、以科技加码，提供精准服务是未来的布局重点。
中再 3 季度保费增长提速，RGA 美再保费、净利润表现难如人意
首先，从已披露 3 季度数据的 12 家再保险公司整体表现来看，除 RGA 美国再
保险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出现缩减外，其余险企业绩均有所上行。
其中，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再保险”)，本级口
径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20.4 亿元，同比增长 498.97%，翻约五倍。中再产险在 3 季
度实现保费收入 102.19 亿元，同比增长 26.45%，中再寿险则在 3 季度实现
160.53%的同比增幅，保费实现 154 亿元。
从前三季度整体数据来看，中国再保险本级实现 57.18 亿元保险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431%，中再产险、中再寿险前三季度合计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 30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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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609 亿元，对应增幅则分别为 25.93%、37.62%。快速增幅的保持，中国再保
险解释为，是基于财产再保险境内业务以及人身再保险储蓄性业务的快速发展。
前海再保险 3 季度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53.49%，实现 37.69 亿元，保费
增速仅次于中再寿险；汉诺威再保险、法再北分也在 3 季度实现超过 3 成的增
速，分别达到 39.22%、33.19%，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46.63 亿元、18.85 亿元。
此外，瑞再北分、太平再保险、慕再北分、人保再保险 3 季度保险业务收入
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行，涨幅由 1%至 9.73%不等。而 RGA 美国再保险则出现了
7.58%的保费降幅，在 3 季度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2.34 亿元。
在今年 7 月刚刚获批，将经营范围从保险变更为再保险的信利保险，3 季度
未有保险业务收入。在更名为信利再保险后，未来将逐步布局非寿险再保险业
务。
在净利润方面，RGA 美国再保险同样表现不佳，延续亏损趋势，从上季度的
净亏损 50 万元，增亏至 448 万元。
而在 3 季度实现盈利的再保公司中，中国再保险本级口径实现净利润 16.74
亿元，排在首位，中再寿险也实现 14.35 亿元净利润；中再财险净利润表现略有
逊色，但也达到 9.02 亿元，前三季度合计实现净利润 16.42 亿，同比增长超 7
成。此外，慕再北分、法再北分 3 季度单季净利润，也已突破亿元。
“从数据来看，中资、外资再保公司的国内再保业务，均在 3 季度有所提
速，一定程度上说明疫情影响在减小”，一位再保险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蓝鲸
保险分析指出，但他同时也强调道，“在财险直保市场，不同险种受疫情影响差
异十分明显，后续对再保市场产生的间接影响不可忽视”。
太平再保险行政总裁姜宜道也公开提醒道：“在疫情的影响下，国际再保险
人对国内市场的发展预期和高参与度正在发生变化，预计明年国内再保险市场的
承保能力会有一定的收紧趋势；同时，一些在国内市场广泛参与业务的国际再保
险人的评级或被下调，这也可能会对国内市场造成一定影响，国内保险市场要做
好应对准备”。
后疫情时期再保市场危、机并存，需在产品设计环节提升参与度
其实，再保区别于直保，具有天然的国际属性，作为联系国内国际保险市场
的纽带，尤其在疫情对国际的影响暂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面临着特殊的“危”
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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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国内市场来说，近年来，再保险市场正在推进的结构性调整对于当
前再保机构的布局也有所影响。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
员朱俊生分析指出，再保险市场进入调整期，一方面基于“偿二代”监管体系实
施，使车险业务风险权重缩小，险企分出需求缩减，影响再保规模；另一方面是
再保公司，主要是财险领域盈利承压，倒逼再保主体进行调整，以增强风险管理
能力。
转型步调，遇上疫情“黑天鹅”，对于再保主体而言，如何转危为机，透过
此次疫情发现保障缺口，创新挖掘保障机遇，是摆在面前不可不答的难题。
“国内再保市场所遭受的影响，要弱于国际市场，这其实侧面说明，我国保
险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相对有限”，前述再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蓝鲸保险分析
道。比如，在此次疫情中，国际保险公司、再保公司在营业中断险、活动取消
险、责任险等方面面临高额赔付，而此类相关险种，在国内并不普及”。
不可否认，我国面对巨灾风险的保险保障覆盖率、渗透率，均相对有限。但
换言之，也就意味，在疫情催发之下，给行业带来了一定机遇，如健康风险的保
障、疫苗责任保险、营业中断险、活动取消险等。
其实，在近年来再保业整体结构调整转型的背景下，各主体均在加强对于保
险产品设计的参与，参与至风险管理之中，而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承保。在这一前
提之下，中再产险总经理张仁江分析指出，新的需求必然会催生新的产品。保险
业针对社会的不同需求，要开发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新产品。
张仁江给出具体的建议，“在政府端可以推进产品的深度定制。发挥自身优
势，对接复工复产项目，开发如城市定制等方面的惠民保险；在企业端，中小企
业有综合性保险产品的需求，大型企业在巨灾方面也需要专属的风险保障产品，
可以创新布局将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相结合的产品；在个人端，则主要对健康
险、意外险，以及家庭相关险种下功夫”。
而在产品创新，以及后续的服务之中，如何探索、优化路径也是再保险主体
关切的重点。法国再保险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于巍东日前在公开演讲中给出建议，
在他看来，首先，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作为后盾，提高科技再保险
服务支持。
同时，以技术服务为核心，深入研究客户端的需求。“过去是再保险公司有
什么即提供什么给直保公司，现在要改进的是，首先客户需要什么，然后要在工
作过程中进行实操，在实操过程中看得懂、听得明白客户的真实需求是什么，通
过精准服务来创新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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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于巍东建议道，要以本地的市场需求为基本出发点，引进技术，与创
新相结合。
不仅如此，在再保业内人士看来，面向新的发展机遇，再保险对于服务目前
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大有可为。人保再保险总经理张青强调指出，在
新发展格局下，应该让再保险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助力构筑内循环和外循环良
性互动模式，实现国内风险有效的全球分散，保障中资海外利益，服务国家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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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保险？独立保函？见索即付？
听法院怎么说】
郭少伟

2020/10/21

(本文作者郭少伟先生是“汇友财产相互保险社”企划精算部及再保部总经理、精
算责任人)
近年来，财险公司开展的工程类保证保险业务（如建设工程投标保证保险、施
工合同履约保证保险等）发展迅猛，预计 2020 年市场原保费规模可达 20 亿人民币
左右。虽绝对体量不大，但增速较快，且过往几年承保业绩良好，成为财险市场不
可多得的高增长盈利险种。
伴随业务发展，工程类保证保险这一细分市场受到越来越多保险主体（直保、
再保）、监管主体（保险行业、建筑行业）、第三方主体（平台、律所）的关注，
而各方主体对保证保险、独立保函、见索即付保函等概念的认知并不完全统一。对
此，我们系统梳理研究了最高法人员关于独立保函的刊文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全部
47 份投标保证保险相关裁判文书，整理出以下几点事实：
一、工程类保证保险虽具有保险的形式，但从司法实践看，其与独立保函或担保的
界限仍较为模糊
从保险行业角度看，工程类保证保险属于一类保证保险，且在强调其与保函的
区别。保函是由合同之外的第三者（担保人）应合同一方（委托人）的要求,向合
同另一方（受益人）出具的书面担保文件,该文件保证委托人履行债务或合同规定
的其他义务,否则将由担保人赔偿受益人的损失。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航运业，以
解决托运人向承运人承诺自身的货物不需要批注并承诺愿意为由此带来的损失承担
责任。而根据《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统计制度》，工程类保证保险是指承保工
程项目中涉及的建设、装修、安装、招投标、支付、预付款、尾付款等各个环节具
有履约性质的保证保险业务。在 2020 年 5 月银保监会正式发布的新版《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中也明确要求，对同一承保主体的同一保险责任，不得
出具与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类似且具有担保性质的函件，也意在区分保证保险与担
保，规范保险条款的使用。
从建筑行业角度看，工程类保证保险作为工程担保制度发展创新的产物，与银
行保函或担保公司保函无本质区别。2004 年和 2006 年，建设部先后出台《关于在
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推行工程建设合同担保的若干规定》（建市[2004]137 号）文件
和《关于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进一步推进工程担保制度的意见》（建市[2006]326
号）文件，标志着工程担保制度在我国的全面推行；2019 年，住建部、发改委、
银保监会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
51

制度的指导意见》（建市[2019]68 号），明确提出“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工程
担保公司、保险机构作为工程担保保证人开展工程担保业务”。
从司法实践角度看，部分地方法院将工程类保证保险凭证视同为独立保函，甚
至直接视同为担保。独立保函，是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开立人，以书面形
式向受益人出具的，同意在受益人请求付款并提交符合保函要求的单据时，向其支
付特定款项或在保函最高金额内付款的承诺。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开可查的投
标保证保险相关裁判文书共 47 份。从法院情况看，共涉及 14 家地方法院，其中 5
家在审判中均适用了独立保函有关法律，占比约为 36%（另有一家法院直接适用了
《担保法》）。从案件类型看，建设单位作为原告进行索赔的一审判例共 16 例，
其中 6 例适用了独立保函有关法律，占比为 37.5%。
因此，关于工程类保证保险在司法环节的认定，恐怕还需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
和更多一些案例的实践，才能有更加明确的导向。
二、独立保函不重要、见索即付也不重要，见什么样的索即付才是判断付款效力的
有效标准
当我们聚焦到保函范畴内讨论时，独立保函和见索即付保函的概念仍需讨论。
见索即付保函的概念来自国际商会制定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其字面含义
相对容易理解，在国内应用也较为广泛。但严格来说，在目前我国司法体系中，尚
没有对见索即付保函的明确定义。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法释[2016]24 号），首次在国内认可并明确了独立保函的定义。在
紧接着出版的《人民司法》2017 年第 1 期中，最高法有关人员撰文解释了独立保
函和见索即付保函的区别。这篇名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的文章提到，“见索即付”这一概念没有突出独
立保函的独立性特征，并可能产生开立人收到付款请求就须无条件付款的混淆认
识，因此我国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中使用了独立保函这一概念。
上述文章还特别指出，根据独立保函所规定的单据付款机制不同，独立保函与
基础交易的实质关联以及对受益人的制约程度是有强弱之分的。可主要分为以下几
类：
第一类：单据条件仅为请求书的独立保函，与基础交易关联性最低，对受益人
制约最少，故被称为请即付保函或自杀性保函；
第二类：单据条件为违约声明、第三方单据等的独立保函，与基础交易关联性
居中，构成对受益人一定程度的制约；
第三类：单据条件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独立保函，与基础交易关联性最
强，对受益人制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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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上述第一种所谓的请即付保函恐怕是目前国内行业中普遍认为的
“见索即付保函”；而在“见索即付”这一概念使用较多的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业
务中，保险公司在赔付前通常需要行政主管部门的事实认定材料，实际上更接近上
述第二种类型；上述第三种类型虽然明确了保函开立人付款的单据条件，属于见索
即付的范畴，但严格来说似乎已经不属于独立保函的范畴了。
因此，虽然都是独立保函或者所谓见索即付保函的概念，但“见什么样的索即
付”才是关键，而且会对实务操作带来较大影响。
三、保险公司追偿时均适用《保险法》，但赔款利息的追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虽然在索赔纠纷审理中，部分法院开始逐步适用独立保函相关法律进行审理，
但在保险公司因追偿纠纷起诉的 7 个一审判例中，无一例适用独立保函相关法律或
《担保法》有关内容，而是均以《保险法》中有关内容作为审判基础。
乍看上去，这样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有个细节可能容易被忽略，即：保险公司
从支付赔款到追偿成功期间的利息能否一并追偿。
通常来说，债务人拖延归还债权人资金期间所产生的利息，可被归属于物权法
中孳息的范畴，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一并偿还。但我国《保险法》中关于代位求
偿权的表述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
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
利”。这就为保险公司能否追偿赔款金额所产生的利息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从目前
有明确判决的若干案例来看，法院也只是判决投标人向保险公司偿还理赔款金额，
并未涉及其所对应的利息。
因此，保险公司不妨尝试在诉讼环节，基于其他相关法律，主张理赔款利息的
偿还，而不是基于《保险法》中的代位求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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