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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太平保险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西南宁圆满召开】
中国太平

2020/11/27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
作关系将日趋紧密，对双方保险业合作与发展提出了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11 月 26 日，中国太平保险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西南宁顺利召开，旨
在研讨面向东盟的跨境保险产品和业务创新，推动构建东盟及“一带一路”保险服
务网络，共商新时期面向东盟的金融保险创新发展路径。本次论坛由中国太平保险
集团主办，中国太平东盟保险服务中心、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办，广西壮族自
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广西保险行
业协会提供支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秦如培、太平保险集团副总经理洪波、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胜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局长任庆
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尹明勇、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
行副行长杨正东出席会议，并上台见证南宁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太平东盟保险服务中
心共同为共建跨境保险创新联合实验室揭牌、中国太平东盟保险服务中心与中央财
经大学保险学院签署了《太平—中财东盟保险研究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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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跨境保险创新联合实验室将整合优化各方资源，通过政策研究、保险产
品和服务创新，加快南宁市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建设，提升广西自贸试验区及面向
东盟金融开放门户的保险综合创新能力、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太平
—中财东盟保险研究院将打造成为太平集团面向东盟跨境保险产品的创新研究平
台、支持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的高端智库平台、提供专业跨境金融保
险理论和实践课程的人才培养平台。此外，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发布了《东盟国家灾
害风险与财险市场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秦如培在致辞中指出，随着 RCEP 的正
式签署，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
必将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同时也蕴含着更多的机会和机遇。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
机，携手建立健全中国与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保险合作发展的长期
交流互动机制，拓展政保合作领域，加快跨境保险创新，加速保险要素集聚，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中的重点项目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广西打造成为中国面向东盟的保险
合作与发展平台。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副总经理洪波表示，中国与东盟保险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太
平将持之以恒参与广西经济社会建设、推动东盟跨境保险发展。他提出了四点倡
议，一是率先探索跨境保险创新模式，积极利用保险资源汇聚优势，在保险业务通
保通赔、资金融通、股权投资、外汇结算等方面先行先试；二是加强跨境保险市场
交流合作，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互动；三是加大专业
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不断完善配套机制建设，畅通中国与东盟人才交流培养培训
通道；四是持续办好东盟保险论坛，为全球保险主体、跨境保险市场，特别是深耕
东盟市场的保险产业链，提供战略对话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论坛邀请了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世宏、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龚明
华、慕尼黑再保险大中华区总裁常青、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李晓林等 8 位重
量级嘉宾，围绕中国-东盟保险合作与发展进行了精彩分享。
太平财险总经理刘世宏在演讲中指出，“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和东盟保险进一步
深化合作尤为关键。在自治区政府的指导和集团的支持下，太平财险和东盟保险服
务中心积极通过保险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经济稳定增长。2020 年前 10 个
月已在东盟的 8 个国家承保了 64 个“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提供国际化风险保障
917 亿元。他倡议，要深化互利共赢，共同构建中国和东盟保险合作新发展格局，
汇聚金融保险资源，丰富保险市场主体，加快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共
同建设面向东盟的保险集聚区、跨境保险创新示范区、保险创新产业园区。在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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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下，要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保险共同体，探索中国-东盟跨境保险发展新
路径，建立中国-东盟保险产学研融合体系，推动中国-东盟保险民心相通新实践。
中国太平是中国—东盟保险合作的先锋军。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在越南、
印尼等东盟国家和地区设立保险机构，目前业务遍及东盟十国。2019 年 9 月，太
平保险集团东盟服务中心作为全国首家面向东盟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南宁。
一年来，东盟中心作为面向东盟开展跨境业务、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国际化平台，
为 6 个东盟国家和 2 个非洲国家的 14 个重大中资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92 亿元人民
币，为面向东盟国家进口贸易的广西企业累计提供关税风险保障 5000 万元人民
币，为广西企业外派人员提供风险保障超 1.6 亿元人民币。
面向未来，中国太平东盟保险服务中心将致力于为广西面向东盟的金融门户建
设增添更多的“太平特色”“国际元素”。以跨境保险创新联合实验室为平台，推
出创新产品、打造创新服务、培养创新人才、探索创新机制，贡献创新力量。以东
盟保险研究院为起点，扩大中国同东盟保险产业链的产学研交流。为广西保险综合
创新试验区建设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为提升广西南宁作为面向
东盟的区域金融保险中心的影响力贡献太平力量！
此次论坛，南宁市副市长李建文等广西和南宁政府、监管部门领导，以及大型
央企、金融机构、保险同业、广西省属国企等百余位重要嘉宾齐聚南宁、共襄盛
会。

【大养老 大健康 中国太平的康养产业大手笔 太平小镇新旗舰 海棠湾
项目启航】
今日保

2020/11/30

据《中国发展报告 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预测：中国将
在 2022 年左右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届时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 14%。未来
三十年，我国银发一族的规模将快速壮大，在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升的当今，新时
代老人对于安享幸福晚年有着越来越美好的憧憬，更有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提前规
划自己精彩的晚霞时光，对高品质的健康管理服务提出新要求。
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加快了中国健康管理与养老产业的升级迭代，一站式满
足健康养老多元需求的服务模式日益受到青睐。其中一个显著的新趋势就是保险公
司以养老和健康保险产品为基点，打造全生态康养平台，以金融保险为根基，向综
合服务端做延伸，构筑市场上各有特色的社区式综合化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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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小镇·海棠人家 中国品质康养社区新典范
中国太平集团积极顺应提供高品质保险供给和延伸性服务的新时代要求，在
“太平小镇”国际医疗康养项目蓝图上又新添力作——坐落于美丽海南岛的“太平
小镇·海棠人家养老社区项目”（以下简称：海棠人家），以四个方面的显著优
势，再创中国康养社区发展的新高度。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未来潜力无限
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海南省到 2025 年将初
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
2035 年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
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海棠人家坐落于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的核心地带，这一非凡的区位优势，决定
了海棠人家能够乘着经济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不断飞跃和成长。
从区域内的区位条件来看，海棠人家天独厚。一是交通便捷，靠近三亚市区，
毗邻环岛高铁、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四通八达；二是风景宜人，坐拥世界级旅游湾
区，距离碧海晴空的一线海景仅 2 公里之遥；三是商业配套齐全，驱车 5 分钟可达
核心商圈，尽享五星级酒店集群、免税购物城及休闲度假区带来的休闲享受；四是
医疗设施完备，距离仅 3 公里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解放军 301 医院海南分
院，以急救医学和危重症救治为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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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康养度四位一体，实现多维服务
海棠人家设有以四星级标准建造的精品酒店、专业医疗用楼、康养公寓、旅居
公寓，配备健康管理中心和配套商业区，充分具备了为社区会员提供高品质健康管
理服务的硬件条件。
据负责人介绍，社区以健康管理为核心定位，坚持以综合化康养服务社区为发
展方向，采用国际领先的“康养园林”设计方式，遵循“一三四设计思路”，即一
通到底的无障碍设施配备，涵盖儿童，成年，老年三大人群的全龄化服务覆盖，兼
顾医疗、健康、养老、度假四大服务维度。作为其核心的多元服务型社区以生活服
务为基础，旅居服务为特色，康养服务为核心，可为会员提供慢病管理、健康干预
等 25 类康养和健康管理服务以及 9 项生活服务和其他特色化旅居服务。

●贯彻绿水青山理念，人岛共生设计
海棠人家不仅在整体规划上彰显出国内康养社区建设的领先水准，更在细节和
人文关怀上下功夫，坚定贯彻国家绿水青山的和谐发展理念，呈现出一套人岛共生
的人文精品。中国太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在社区内随处可见，
如“海鸥飞舞”的主题设计元素、寓意“飞舞人生，共享太平”的造型装潢，绿色
节能的建材用料，关爱老年人和行动障碍人群的贴心设计……徜徉其间，随时体味
纳景入室的匠心独具，感受绿色人居对自然的亲近。
●围绕保险优势核心，整合多样资源
太平品牌 1929 年在上海创立，是我国历史上持续经营时间最为悠久的民族保
险品牌之一，位列世界 500 强。中国太平一直以“国家所需，太平所向”为发展导
向，以帮助客户创造安全、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
现代金融保险集团为目标。
凭借深厚的寿险经营底蕴，中国太平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价值驱动成长的
发展思路，更好地把握客户需求，找准养老服务痛点，为整个“太平小镇·海棠人
家”项目，提供了成功的前提和保障。以保险为基点，中国太平与国内外多家医疗
健康机构开展合作，汲取同类成功经验，并建立专项人才输送渠道，助力社区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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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平大康养战略的“中国梦”
海棠人家只是当下一个成功的缩影，中国太平“大健康、大养老”的战略宏图
经过长时间的规划布局和延伸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立足深远、策略清晰的战略发
展规划，在打造“太平小镇”医疗养老服务品牌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行。继太平小
镇·梧桐人家后，太平小镇·海棠人家的精彩巨献迈出了全国化布局发展的坚实一
步。
太平大康养战略的全国化铺开，既得益于保险主业的支撑，更能反向赋能保险
主业。国际医疗康养项目将如一双美丽的翅膀，帮助以寿险为核心的综合化服务体
系飞向新高度，帮助集团与更多太平客户一起“共享太平”。

【太平财险增资获批 资本金超 60 亿元】
中国经济网

2020/12/17

近日，中国银保监部门官网显示，核准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平财险”）增加注册资本金 11 亿元，注册资本金变更为 61.7 亿元人民币。由此，
太平财险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经营发展实力大幅度增强。
太平财险方面表示，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国家所需、太平所向”的
战略导向，不断用实际行动投身“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创新中国”，积极参
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畅通国内外“双循环”，为广大客户分
担风险。
投身国家战略
目前，太平财险已设立 32 家省级分公司、700 余家三、四级机构，拥有超过 3
万人的专业管理和业务精英队伍，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业务范围涵盖全部非寿险领
域。同时，太平财险已推出了企业财产、工程、车辆、船舶、飞机、货物运输等
100 余款产品，与国内主要银行、大型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航空、航天、
核电等重要行业及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了全方位的风险保障。
数据显示，太平财险风险管理能力始终保持行业前列，偿付能力充足率持续增
强，SARMRA 评估位于财险公司前列。2019 年，太平财险保费收入突破 271 亿元，
连续 8 年承保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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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太平旗下重要子公司，太平财险一直以来恪守企业责任担当，致力于
服务社会民生，积极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力量。
例如，太平财险凭借强大的承保能力和专业的服务经验中标港珠澳大桥主体工
程项目运营期保险，成功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及运营期一揽子保险。同时，依托中
国太平粤港澳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优势，在业内首创“一地投保，三地承保”投保
模式和“三地通赔通付”理赔模式，联合中国太平旗下子公司太平香港、太平澳
门，为湾区企业和私家车主提供便捷的跨境车保险服务，用先行者的服务姿态，助
力大湾区发展。
同时，太平财险依托中国太平国际化优势，积极助力中资企业在海外发展，19
年间，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项目 108 个，保障金额超 1000 亿元。2020
年，太平财险成为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再保险共同体的首批成员，致力于服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此外，太平财险还推出了“一带一路太平无忧”境外团体医疗险，整合国际医
疗资源，护航中资企业外派员工生命安全。落实东盟博览会举办主场签约活动，联
络东盟 10 国当地主流公司签署 MOU 合作协议并开展跨境保险业务合作。
打造“产品+服务”大生态
事实上，太平财险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与民生保障为使命。
太平财险作为金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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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提升健康保险的“保障+服务”能力。
近两年，太平财险创新推出了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等带病体、65 周岁以
上老年人可投保的医疗险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保险需求。同时，太平财险还将
“医”“药”“保”结合起来，成功打通保险与医疗的价值链条，实现了从“保
险”到“保险+医院”“保险+药品”“保险+服务”的价值切换。
针对患者购药贵、购药难、持续用药难等痛点，太平财险创新性地研发了团体
“守护宝”产品，实现“保险+药品+服务”深度结合。该产品可报销特殊病情特定
药品费用，覆盖社保目录内外一共 30 种药品，提供特殊病情确诊后一年的用药，
最高赔付 200 万元，除了提供基本的特殊病情的特定药品费用报销外，还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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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药房直付用药、慈善赠药援助申请等服务，将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
合。
在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方面，太平财险与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机构
合作，为医疗险客户免费提供重疾绿色通道就医、24 小时特殊病情咨询、住院医
疗费用垫付等健康管理服务。
未来，在服务“健康中国 2030”战略中，太平财险将持续构建健康保险生态
服务体系，为维护国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标准普尔维持中国太平香港“A”评级】
中国太平

2020/12/17

2020 年 12 月 16 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公告，维持中国太平保险(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香港”)财务实力评级及发行人信用评级的“A”评
级，评级展望稳定，这是标准普尔公司连续八年对太平香港做出“A”评级。
标准普尔公司认为,太平香港作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核心子公司之一, 在集圑
的策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集团海外市场及大湾区的发展)，并将继续受益于
集团在客户转介、资产管理、资讯科技、再保安排及风控管理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同时，标准普尔公司预期太平香港将在香港财产险市场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
位, 以及未来两年业务增长高于市场平均, 并认为太平香港在本年疫情大流行下业
务仍有较大的增幅，未来亦会受益于与兄弟公司的合作、在跨境保险产品上占市场
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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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政府、监管与保险业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冲击】
道口保险观察

2020/12/09

新冠疫情的迅速传播和持续管控为全球保险市场带来深刻影响：据瑞再研究院
估计，疫情将使得 2020 年和 2021 年市场总体增长率回落 3 个百分点。主要受发达
市场拖累，今明两年全球寿险保费总额将减少 1.5%。非寿险业 2020 年保费增长持
平，由于费率上升以及经济持续复苏，2021 年将出现反弹。sigma 表示，全球保险
业将从新冠疫情引发的回调中强劲复苏，而政府、监管部门、保险协会和保险公司
将在全球保险行业的恢复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针对维持业务持续经营、保证充足
的偿付能力、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三个方面的要求，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疫情的
发展。
保证保险业务的持续经营
为了保证疫情下的风险保障，全球保险公司实施持续经营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s, BCPs），重点通过数字渠道保证保险的正常分销和理赔。为了
控制新冠疫情的传播，大多数地区的保险公司启动持续经营计划，比如通过远程办
公提供咨询和理赔服务，通过互联网实现保险的数字化销售，确保了在公共卫生突
发事件期间，保险公司及时提供保险服务。除此之外，许多保险公司在员工管理方
面也迅速采取行动，限制了员工的国际出行。
在持续经营计划（BCPs）下，监管机构鼓励保险公司使用数字分销渠道。在意
大利，监管部门（IVASS）建议保险公司使用电子通讯设备与投保人沟通。美国各
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建议保险公司提供数字服务。例如，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保险专
员已经命令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使用数字技术，调整原始理赔流程，提高疫情下
的保险理赔效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要求
保险公司提供更多数字服务，敦促客户尽可能使用电子邮件和电话渠道与保险公司
沟通，并尽量减少在保险公司办公场所的面对面交流。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保险公司在疫情期间的压力，在控制病毒的传播方面投入
更多精力，许多监管部门减少了对保险公司的常规督查，放宽了公司披露信息的部
分要求：
在法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监管机构已经减少了现场监管活动，并打算远
程开展所有必要的监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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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监管部门放宽了公司上报信息的时间限制。在欧洲，EIOPA 发表声
明称，建议国家主管部门（NCAs）灵活调整保险公司提供监管报告和公开披露信息
的时间。在以色列，保险公司获准将 2020 年第一季度非必要的监督报告的提交截
止日期延长至 30 天。在韩国、俄罗斯和瑞士，监管部门放松了保险公司延期提交
监管材料的惩罚措施。
一些监管部门还推迟了疫情爆发以前通过的监管举措和计划。EIOPA 将 2020
年偿付能力 II 评估的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6 月 1 日。新西兰储备银行推迟了对
《2010 年保险（审慎监管）法案》的原计划审查。
管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流动性风险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在市场的剧烈变动下保险公
司的资产和负债价值持续波动，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到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疫
情可能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要影响，金融市场压力上升、索赔增加、保费
收入减少以及退保人数增加，都可能导致保险公司面临流动性危机。监管机构正在
密切监测新冠疫情对于保险公司在三个方面的影响：由于市场变动而造成的资产价
值变化、疫情影响保险索赔导致负债价值变化、潜在的流动性压力。
在资产价值方面，疫情的蔓延为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将引起保险公司投资的资
产价值波动。在新冠疫情的迅速传播和持续管控期间，全球股市大幅度波动，金融
市场中政府和公司的违约风险提高，市场利率不断下降，保险公司投资的资产价值
将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出现难以预测的变化。
在负债价值方面，由于疫情下索赔情况变化，保险公司的负债也不同于往常的
水平。由于疫情期间许多企业停止营业，居民留在家中隔离，一些业务的索赔量可
能会下降。然而，健康保险、寿险等业务的索赔情况可能会恶化。而对于业务中断
保险、责任保险等业务，最终损失的水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资产和负债的不可
控变化使得保险公司面临流动性挑战，保险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密
切关注。
在流动性压力方面，监管部门已对公司的流动性要求作出调整，以应对新冠疫
情带来的影响。一些监管机构应用了反周期工具保证保险公司达到偿付能力要求。
在瑞士，监管机构允许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测试的计算中使用 10 天平均收益率曲
线，以减轻市场的过度波动。在加拿大，监管机构允许人寿保险公司使用平均法来
计算利率风险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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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监管部门放松了对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监管标
准。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美国，监管部门允许改变一些投
资资产的会计处理办法，以减少市场波动对资产负债表和偿付能力比率带来的影
响。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已经发布声明称，建议金融机构在应用会计标准时，对借
款人的违约风险采取较长期的观点，并考虑政府提供的特别财政支持。在少数几个
国家，监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偿付能力和流动性的标准。
部分国家放松了对于国外投资的限制，以促进保险公司的资金流通。在投资拨
款受到限制的国家，例如智利、哥伦比亚、以色列、俄罗斯，政府已对管理或监督
进行了修订，提高了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减轻了对违反投资限制行为的处罚。
为投保人提供全面风险保障
除了保证保险业的持续经营和偿付能力要求，疫情下全球保险行业为个人和企
业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助推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疫情给保险业带来一定挑战的同
时，也给保险行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全球保险行业针对新冠疫情推出相关保险保
障政策，为感染新冠疫情的居民提供额外的经济补偿和支持，为大流行病提供可行
的保险解决方案。
针对个人保障而言，监管部门针对新冠肺炎健康保险产品提出指导建议并说明
了保险责任。大多数国家在处理大流行病方面的经验极为有限，保险市场上很少有
针对此类流行病的产品，居民不能获得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赔偿。与此同时，居
民对于新冠疫情保险的需求也是不确定的，此类保险的推出是否能够为居民提供充
足的风险保障仍存在疑问。一些保险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声
明和指南，说明了此类保险的成本和具体的保险责任范围。
在印度、以色列、立陶宛、葡萄牙和英国，监管部门针对各种和新冠疫情相关
的保险做出了说明和指导。在美国，一些州的保险专员发表声明，具体说明了业务
中断损失是否被覆盖。金融部门行为监管局（FSCA）和南非储备银行审慎监管局
（SARB）发布联合声明，解释了业务中断条款和传染性疾病条款中保险公司的承保
范围。2020 年 6 月，FSCA 提供了关于业务中断保险的承保范围、理赔条件等额外
信息，说明了保险理赔时需要提交的材料，以减少保险公司在解释条款方面花费的
时间。
保险公司还为感染新冠病毒的居民提供额外的保障。韩国保险公司同意将因新
冠肺炎导致的死亡视为意外死亡，向受益人支付更高数额的赔偿金。拉脱维亚的保
险公司已同意将 COVID-19 确诊患者的医疗赔偿上限提高 100%。在意大利，一些健
康保险公司向需要自我隔离的投保人提供每日津贴，并向住院接受重症监护的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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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次性支付医疗费用。新加坡的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及其直系亲属提供免费的福
利，包括诊断或死亡时的一次性付款和每日住院津贴。在法国，保险公司向为防止
感染而停止工作的易感人群，包括具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个人和孕妇，提供工资津
贴。在加拿大，健康保险公司免除了残疾保险的正常等待期。
在其他保险业务的流程上，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宽松相关政策，为投保人提供
便利条件，减轻特殊时期投保人的支出压力，具体的宽松政策包括:
设置保费宽限期：许多地区的保险公司已同意宽限投保人缴纳保费的日期，并
提供多种灵活的保费支付方式。保险监管机构要求保险公司设置支付保费的宽限
期。保险监管部门宣布允许某些业务（例如印度的人寿和健康保险）设置保险费支
付宽限期或分期付款。新加坡、澳大利亚、爱尔兰、日本、中国台北和美国将推迟
或取消延迟支付保费的罚款。
延长保单存续期：监管机构鼓励保险公司延长保单期限，以此来应对投保人在
疫情下的续保困难问题。在意大利，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将到期的机动车第三方责
任险延长 15 天，而中国有关部门也考虑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延长机动车保险期限。
在以色列，保险公司可以自动更新保单。在日本，保险公司也为获取相关证明材料
有困难的客户提供延长期，比如客户在疫情期间很难快速获得诊断书或其他相关文
件，保险公司允许投保人过一段时间补齐所有证明材料。
延长投保人贷款期限: 在中国、以色列和中国台北，保险监管机构允许为人寿
保险的投保人延长贷款期限。在日本，人寿保险公司已经降低了首次保单贷款的利
率，并为拖欠利息或本金的投保人提供了宽限。在韩国，寿险公司将降低保单贷款
利率，努力为投保人提供支持。
保费退款: 受到疫情的影响，个人机动车辆保险等业务的索赔将出现重大下
降，监管部门要求保险公司对此类业务提供保费退款或折扣。在澳大利亚，保险公
司为未使用的旅游保险和中小企业商业保险的客户提供保费退款。保险公司还针对
经济困难的个人提供家庭和机动车辆保险折扣，或者根据个人情况直接免去保费。
在加拿大，保险公司为团体健康保险计划和个人机动车辆保险提供保费退款，并考
虑为收入或责任风险下降的投保人调整保费。
针对企业保障而言，政府将出资支持贸易信用保险，保障中小企业在疫情下的
正常经营。贸易信用保险承保的风险主要是买家信用风险，包括因买方破产、无力
偿付债务以及买方拖欠货款而产生的商业风险。由于新冠疫情导致世界各地的公司
面临流动性挑战，支付违约风险大幅增加，保险公司减少了此类保险的承保，并提
高了保费。在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家政府扩大了贸易信用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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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保范围或直接为企业担保，以支持国内公司获得信贷保险，帮助国内企业加快
恢复正常运转。
政府支持保险公司承保由疫情导致的业务中断损失，为大流行病提供可行的保
险解决方案。美国国会立法建立了联邦大流行风险再保险计划，当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导致业务中断的损失超过一定阈值时，联邦政府将出资支持业务中断赔偿。法国
和英国已经成立了工作小组，研究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期企业营业中断风险的保障
机制，为新冠疫情这类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爆发提供可行和全面的风险保障。
本文编译自 OECD 发布的报告《政府、监管和保险行业对 COVID-19 的应对措施
（Insurance sector responses to COVID-19 bygovernments, supervisors and
industry）》。

【全球政治风险有所抬头，海外投资保险适逢其时】
道口保险观察

2020/12/17

1. 全球政治风险上升，经济不确定性加剧
2020 年 3 月，世界领先的保险经纪和风险顾问公司达信（Marsh JLT
SPECIALTY）发布了《2020 年政治风险地图：贸易紧张威胁政治稳定》
（Political Risk Map 2020: Trade Tensions Threaten Political
Stability）。报告指出，2020 年，在海外市场运营的企业面临着复杂且不稳定的
政治风险前景。贸易相关的争端将继续存在，导致企业面临持续的政治和经济不确
定性.
政治风险上升
向多极世界秩序的转变预计将继续下去，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将面临多重挑
战。尽管美国和中国已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不太可能永久解决它们的
贸易争端。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的《2020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 “主要大国
之间的经济对抗是 2020 年最令人担忧的风险。”由于两国都希望减少对对方的技
术依赖，科技产业预计将成为两国的特定战场。随着两国将贸易和投资关系政治
化，企业将陷入这场竞争。
地缘政治将主导中东的风险环境。美伊关系不太可能改善，并将在该地区造成
不稳定。伊朗也可能向美国的地区盟友施压，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声称自己的立
场，在那里任何重大的破坏都可能影响石油供应，从而影响全球经济。伊拉克可能
是美伊对抗的直接焦点，增加了该国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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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预计将持续下去。例如，俄罗斯将通过支持叙利
亚政府，继续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欧洲，尽管英国已于 1 月 31 日脱离
欧盟，但其未来与欧盟的关系将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得到解决。
经济不确定性加剧
2020 年，经济和政治风险将交织在一起。贸易紧张局势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
主要风险，而新型冠状病毒也可能继续扰乱贸易和供应链。世界银行预测 2020 年
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2.5%，与 2019 年 2.4%的预测相比略有回升。贸易争端可能导致
今年全球经济损失 7000 亿美元的产出，企业对前景仍持悲观态度。在世界经济论
坛 2019-2020 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的受访者中，78%的人预计 2020 年经济对抗将会
增加。全球债务水平仍然令人担忧，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更加脆弱、财政和经常账
户赤字趋势、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对风险更高的借贷的偏好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债
务水平上升对许多市场的金融稳定构成了显著的风险。
与此同时，2020 年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可能会下降。放弃多边主义和全球合
作意味着，各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对全球经济危机形成协调一致的对策，同时货币和
财政刺激的余地减少。
在这些不利因素中，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平衡之举。它们必须
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失衡问题，但这样做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2019 年
底，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着这种两难境地，例如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和厄
瓜多尔的抗议活动。动荡的核心是对生活水平下降、贫困水平上升以及长期的紧缩
措施的不满。抗议风险并不局限于拉丁美洲，在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法国也发
生了类似事件。平衡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需要可能在 2020 年继续下去，使在一系列
国家经营的公司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
2. 海外投资保险/政治风险保险
尽管《2020 年政治风险地图》强调了富有挑战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前景，但
仍存在一些重大机遇。预计新兴市场在 2020 年表现良好，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3%，高于 2019 年的 3.9%。中东、亚洲以及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市场需要对交
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和电力等资产继续进行投资。来自外部的专业知识和融资对
于开发此类资产至关重要。
然而，希望抓住这些机会的公司必须驾驭一个更加复杂和善变的风险环境。企
业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上升，包括货币不可兑换、贸易禁运、东道国政府违约或没
收以及政治暴力。同样，在与东道国政府签订合同时，高水平的主权债务和脆弱的
宏观经济基本面提高了拒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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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保险/政治风险保险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管理风险
敞口并抓住机遇。在保险市场上主权机构、多边组织、商业保险公司共同提供了一
系列信贷和政治风险保障，投保人可以单独或组合投保，以创建一个定制的保险计
划。承保人提供量身定制的保单，以涵盖因特定风险出损的贷款拖欠，或股权投
资、资产和现金流损失，包括:
•因战争、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而导致的资产灭失。
•政治暴力(包括战争)对资产造成的实际损害，以及由此造成的商业收入损失。
•没收、征用、国有化、剥夺有形资产或股权投资。
•在东道政府的命令下，强制剥离外国投资。
•政府错误地取消许可证、执照或特许权。
•由于政府违约或其他政府行为导致的合同受挫或取消。
•由于货币不可兑换和不可转移，跨境现金流动受阻。
•进出口限制，造成贸易交易损失。
•政府机构未有履行仲裁裁决。
•私营实体不偿还债务。
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和经济不确定性下，各国保险机构越来越重视政治风险。
近年来，海外投资保险市场发展得相当深入，可用的保险能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好。
在我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独家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目前的保障范围包括三项
基本政治风险：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以及作为附加险的违约风险。
从产品方面看，目前的海外投资保险有待于进行全面的险种设置规划。除现有
的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征收及政府违约等几种国际通用的险种外，譬如恐
怖主义险、营业中断险、并购限制险等也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时所需要的保
障。此外，海外投资险的保险责任还可以进一步梳理。比如一直装在征收责任项下
的一系列隐性征收，就可以变换为“经营环境稳定”责任；再比如商业契约下因政
治性事件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从商业风险中转投政治风险宽广的范畴。
3.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发展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受阻案例时有发生，因此中国企业都普遍希望能够获得更多
国家层面对企业对外投资和融资的支持与保障。目前，我国投保海外投资险的项目
通过董事会审批等机制，可发挥商务部的国际投资指导、监管作用，体现财政部的
国家财政支持以及外交部的外事关系协调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介入，符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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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保险的官方保险性质，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对海外投资的引导与调控。
但是海外投资保险的机构与制度建设仍有提高空间。
中国金融四十人（CF40）资深研究员、原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发布《构建我国海
外投资权益保护体系》时提出：“推进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设。建议加快投
资保险立法；进一步加大海外投资保险力度，扩大覆盖面，提升代位追偿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郭广昌在《关于升级 2.0 版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提案》中建议，国家
应从美国、德国及日本等发达的经验中寻找具备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安全
性保障的中国特色道路。
2018 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以近乎无争议投票表决结果通过了《有效
利用投资引领发展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简称“BUILD 法案”）：在 BUILD 法案中，美国提出建立一个
现代化、全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即国际开发性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IDFC”）。
此次设立的 IDFC 是在 1971 年成立的美国官方开发性金融机构 OPIC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基础上，将 OPIC 的境外资产规
模上限由 300 亿美元增加至 600 亿美元；同时扩展 OPIC 的职能，即允许 IDFC 以股
权投资、基金出资的形式对美国投资者的境外项目进行支持；将美国对外援助机构
USAID 的部分职能并入该机构，统筹管理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目前 IDFC 可提供
以下服务：向对外投资的美国企业和个人直接发放贷款，包括本地币贷款；提供对
外投资融资担保，包括本地币担保；提供对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为一级损失融
资；参与对外投资股权融资；提供对外投资技术支持；有限赠与以撬动更多私人对
外投资。
随着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国际投资领域日渐活跃，美国政府逐步意识到开发
性金融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自 2017 年初特朗普越南之行后，特朗普政府开始构
想这一全新开发性金融机构 IDFC 的设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IDFC 的建立以
OPIC 为“雏形”，而 OPIC 的创立根本又在于为美国对外投资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为国内企业提供对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的唯一开发性金
融机构，虽然对外投资保险金额已接近 500 亿美元，但是目前其作用职能的发挥仅
局限于微观保险领域。在政治风险保险的制度性安排、开发性金融领域的立法、协
调统筹等方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潜在性职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国内对海
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制度的类比和创新明显缺乏国际性视野。在当前美国将 OPIC
作为框架蓝本整合成立 IDFC 的背景下，国内政策层面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的
认识需及时做出调整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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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投资险承保人；实习生卢逸阳对此文亦有贡
献）

【英国最大的保险集团英杰华疯狂出售业务，是日薄西山还是另有隐
情】
保观 2020/12/24
近期，英国最大保险集团英杰华因频繁的业务出售和高层变动多次出现在各大
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该公司的这一系列动作也被某些国外媒体戏谑为“狂欢”。频
频出售业务的背后原因，是疫情的冲击，还是本身的业务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很好
奇，这家具有 200 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保险公司是否已经日薄西山，抑或是要重整
旗鼓，再次出发？
1. 疫情打击难幸免：老牌保险劲旅也要经历业绩之痛
英杰华保险集团是英国最大的保险集团，成立于 1696 年，总部位于伦敦。
2002 年 2 月，两家英国保险公司 Norwich Union 和 CGU plc 合并，改名为 CGNU，
这便是英杰华的前身。2002 年 4 月，该公司的股东投票决定将公司名称更改为
Aviva。
英杰华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长期保险和储蓄、普通保险和健康保险以及基金管理
产品和服务。该公司提供的保险和储蓄产品包括养老金产品，例如个人和团体养老
金、年金；保险产品包括定期保证、抵押人寿保险，灵活终身寿险和重疾险；债券
和储蓄，包括保费投资债券和定期保费储蓄计划；以及投资产品，包括单位信托、
个人储蓄账户和开放式投资以及股票发行服务。
英杰华在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拥有 30000 名员工，覆盖全球 3300
万客户，管理 3641 亿英镑的资产。该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2020 年上半年，英杰
华的营业利润为 12.25 亿英镑，较去年的 13.86 亿英镑有所下滑。然而，收益却从
2019 年上半年的 7.8 亿英镑攀升至 8.9 亿英镑。
具体来看，一般保险营业利润从去年中期的 3.32 亿英镑下降至 1.67 亿英镑，
几近腰斩。净保费维持在 47 亿英镑，加拿大市场的净保费增长和英国的保费下降
相互抵消。在商业领域，由于全球范围内企业保险和专业化保险产品的销售数量和
费率呈上升趋势，其在英国市场的净保费收入增长了 8％，加拿大的净保费收入增
长了 11％。英杰华集团的合并营业比率为 99.8％，高于去年同期的 96.8％。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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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由于隔离措施限制了保险销售活动，英杰华的新业务销售额下降了 4％，为
6.93 亿英镑。
在 2020 年的前九个月，英杰华的一般保险净保费为 71 亿英镑，与去年同期的
70 亿英镑基本持平。受疫情影响，英杰华的新业务保费从去年同期的 8.28 亿英镑
降至今年的 7.14 亿英镑，而其寿险保费也降至 321 亿英镑，去年同期为 324 亿英
镑。同时，由于 2020 年第三季度的索赔事件减少，英杰华一般保险业务的理赔额
从 1.65 亿英镑降低到 1 亿英镑。
2.业务出售频频，高层变动不断
业务出售一波未定，一波又起
这一轮调整之前，英杰华的业务遍布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但最近一段时
间，英杰华却频频做出出售业务的举动，接连几个月里一口气卖掉了在新加坡、法
国、意大利、波兰以及印度等市场的业务。
早在今年 3 月份，英杰华集团就表态同意退出印度尼西亚市场，将其在印尼的
合资公司 PT Astra Aviva Life 的全部股权悉数出售给 PT Astra International
Tbk。
而后，在今年 9 月中旬，英杰华宣布将其新加坡子公司 Aviva Singapore 出售
给以新加坡本土数字保险公司 Singlife 为首的财团，该财团包括另类资产公司
TPG、日本保险商 Sumitomo Life 和其他 Singlife 现有股东，出售完成后公司将更
名为 Aviva Singlife。
据悉，这项交易的价值达到 27 亿新币，其中包括 20 亿新币的现金和可流通证
券、2.5 亿新币的卖方融资票据，以及 Aviva Singlife25%的股权。这一交易规模
是 Aviva Singapore2019 年税后利润的 18.7 倍、2020 年 6 月 30 日偿付能力 II 下
自有资金的 2 倍、202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的 1.9 倍。
同样在 9 月份，据彭博社报道，英杰华正在考虑出售其法国业务。据悉，法国
业务的价值约为 30 亿欧元，潜在买家包括安盛或安联等竞争对手，以及由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提供支持的 Athora Holding 等大型集团。
两个月后，英杰华宣布已同意将其在意大利人寿合资企业 Aviva Vita 中 80％
的股权悉数出售给合作伙伴 UBI Banca，价值 4 亿欧元。交易完成后，英杰华将获
得 4 亿欧元的现金对价。该交易是 Aviva Vita2019 年 IFRS 税后利润的 8.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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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30 日 Solvency II 自有资金的 1 倍，以及 202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的
1.2 倍。
同时，英杰华在意大利还有其他三个保险经营实体，分别是：与 UniCredit 共
同成立的人寿保险合资企业 Aviva SpA，英杰华在此合资企业中持有 51％的股份；
100％持股的寿险实体 Aviva Life SpA，以及 100％持股的一般保险公司 Aviva
Italia SpA。英杰华表示，将对这些资产进行评估，以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近日，英杰华又将其在香港的分公司的股份出售给高瓴，公司将更名为 Blue
Insurance Limited。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17 年，高瓴与腾讯就收购了英杰华
（香港）共计 60%的股权。
与此同时，英杰华在 12 月 14 日的公告中表示，将把英杰华越南公司 Aviva
Vietna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的全部股权出售给宏利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具
体交易金额尚未披露。报道指出，出售越南业务有望将英杰华的 IFRS 净资产价值
和 Solvency II 盈余增加约 1 亿英镑，出售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完成。同时，作为收
购的一部分，宏利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将与 Vietinbank 签订新的分销协议，后者是
Aviva Vietnam 现有的独家银保合作伙伴。
同时，英杰华还在考虑出售其他市场的业务，包括波兰、印度、中国大陆和土
耳其的合资企业。高层任命“狂欢”不停在频频出售业务的同时，英杰华的高层变
动也一直未停，创造了一周内完成了三项重大任命的“纪录”。
12 月 7 日，英杰华集团任命 Adam Winslow 为英杰华国际首席执行官一职。
Winslow 目前是 AIG 全球人寿保险首席执行官，在离开英杰华将近八年后，将于
2021 年 1 月重新加入该公司。Winslow 之前曾担任英杰华英国公司的零售总监和合
伙人总监，2021 年开始，他将开始负责该集团在欧洲大陆和亚洲的国际业务。
英杰华的首席执行官 Amanda Blanc 表示：“我决心改变英杰华并创造更多的
价值，做到这一点需要强大的领导团队。Adam Winslow 将以专注和果断的执行力
为我们管理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业务，以实现长期股东价值。”
12 月 8 日，英杰华任命 Stephen Doherty 为公司首席品牌和事务官，负责领
导公司的品牌、公共政策、企业责任、沟通和客户战略。Doherty 还将加入英杰华
集团执行委员会，并将向首席执行官 Amanda Blanc 汇报。Doherty 目前在
Barclays PLC 担任董事总经理和公司关系部主管，将于 2021 年 3 月正式在英杰华
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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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英杰华宣布，前德意志银行人力资源全球负责人 Pippa Lambert
将在新年期间以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身份加入英杰华，并成为英杰华三个委员会的成
员，包括薪酬委员会、提名和治理委员会以及客户、管理和声誉委员会。
正如 Amanda 所说，英杰华将精简业务，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团队，英
杰华近期频繁的重大任命对公司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也与精简业务的新战略息息
相关。
3.业务出售的背后：是日薄西山，还是另辟蹊径？
精简战略，专注英国、爱尔兰和加拿大市场
Coverager 资料显示，2020 年 7 月，Amanda Blanc 被任命为英杰华集团的首
席执行官，即时生效。而英杰华大规模出售业务也是在 Amanda 上任之后。Amanda
之前是英杰华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于 2020 年 1 月被任命为英杰华董事会成员，并
担任客户、管理和信誉委员会主席。她曾担任苏黎世保险集团 EMEA 及全球银行合
伙人首席执行官，而在此之前，她是安盛英国和爱尔兰的集团首席执行官，并担任
英国保险协会主席和特许保险协会主席。Amanda 在集团财报发布以及媒体采访中
多次表示：“我们将专注于那些有规模、有能力、客户业务表现出色、以及能够为
股东带来高回报的市场，这些市场是我们将大力进行投资和发展的地方。在我们无
法实现战略目标的市场，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并撤出资金。”基于这一战略，英
杰华将重点放在英国、爱尔兰和加拿大市场，并逐步减少在亚洲和欧洲的业务。我
们再回过头来看上文提及的英杰华的一系列业务“甩卖”，这些决定也就合情合理
了。
僵化的英国保险和储蓄业务或是罪魁祸首
除了财务业绩，英杰华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难言满意。由于英国脱欧和汇率变
动调整的影响，过去五年中，英杰华的股票接连跑输富时 100 指数，股价下跌了将
近一半。目前英杰华的股价与 2012 年的水平相当，交易价格仅为预期收益的六
倍，较法通保险低 20％，与保诚相比低 45％。股价下跌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亏
损。2019 年，英杰华的投资者亏损为 6.3％（包括股息），而市场收益约为 6.8
％，这一损失引发了投资者的不满情绪，一些股东开始质疑对英杰华的投资。
另一方面，肺炎疫情爆发之时，英杰华取消了 2019 年的末期股息，这一做法
直接将 2019 年的每股股息降至 15.5 便士，与 2018 年每股 30 便士的股息相比几近
腰斩。
投资者的压力和对前首席执行官战略的怀疑将刚上任一年的 Maurice Tulloch
拉下马。英杰华的投资者和诸多分析师也给出了相对一致的意见：英杰华的问题在
21

于僵化的英国保险和储蓄业务，其管理的资产逐年下降。然而，由于股票价格比较
疲软，英杰华无法吸引大型投资者，也排除了合并或收购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
下，投资者建议英杰华分离英国保险和储蓄业务，或者在不承接新业务的情况下，
继续以较低的偿付能力，保持运营。
英杰华由三大业务组成，分别是英国保险和储蓄（投资）、欧洲/亚洲寿险和
一般保险业务，其中英国保险和储蓄（投资）是英杰华最大的业务，一般保险则是
最小的业务。在投资者和分析师给出分离业务的建议后，英杰华也在瞻前顾后，顾
虑这一措施会降低业务的多样性，因此便不能享受 Solvency 2 所规定的相关利
益。
但在债务达到 74 亿英镑、债务杠杆比率达到 32％、偿付能力 II 充足率下降
至 194%的背景下，英杰华不得不痛下决心。与股东的意见不大一致的是，该公司
出售了海外业务，保留了英国业务。这一逻辑似乎也可以理解，毕竟英杰华是以英
国为中心的英杰华，分离了英国业务，何谈英杰华？
该公司在做出业务出售的决策之后，很快便制定了目标：将债务杠杆比率降到
30%以下、提升偿付能力 II 充足率，并为股东创造巨大价值。其 2019 年度的财报
表明，该公司的财务目标包括：到 2022 年，将偿付能力 II 净资产收益率提升至
12％，并在 2019 年至 2022 年之间减少 15 亿英镑的债务。
而在业务出售之后，英杰华表示将派发每股 7 便士的中期股息，并制定了一项
新的股息政策，旨在将该公司的支出减少近三分之一。在最近的第三季度报告中，
英杰华表示将派发每股 14 便士的 2020 年末期股息，使总派息达到 21 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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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看来，英杰华的业务出售效果立竿见影，派发股息某种程度上也能安抚股
东的情绪。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虽然出售海外业务能够为英杰华带来数十亿英
镑的收入，帮助该公司填补债务窟窿并为股东返还现金，但是更精准的办法应该是
对症下药。
正如该公司的股东和分析师指出的那样，英杰华的英国保险和储蓄业务已经停
止增长甚至进入了负增长，那么从英国业务下手才是应对之道。在出售海外业务的
同时，英杰华也应该削减其英国保险和储蓄业务，真正专注于能够为股东带来最大
价值的业务和领域，而不是喊喊口号。

【瑞士再保险估计 2020 年巨灾保险损失达 830 亿美元】
【2020 insured catastrophe losses estimated at $83bn by Swiss Re】
Artemis

2020/12/15

According to global reinsurance firm Swiss Re, insured catastrophe losses in 2020 are
estimated at US $83 billion so far, making this year the fifth costliest on-record for the
industry.
Around US $76 billion of the insured loss total is due to natural catastrophes, Swiss Re
said, while man-made loss events contributed the other US $7 billion.
Out of the natural catastrophe insured losses, the majority have been driven by
secondary peril events such as severe convective storms and wildfires in the US.
While, a little unusually, the very active hurricane season has only driven some US $20
billion of losses to th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market, Swiss Re believes.
The total for natural catastrophe insured losses, of US $76 billion, is around 40% up on
2019’s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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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ingly, Swiss Re highlights that secondary peril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accounted for 70% of the US $76 billion of natural catastrophe insured losses in 2020.
The reinsurance company warns that, “Losses from secondary peril events are forecast
to increase, driven by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is expected to exacerbate secondary peril events as more humid air and
rising temperatures create more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These favour the onset
and spread of events such as wildfires, storm surges and floods.”
Jerome Jean Haegeli, Swiss Re Group Chief Economist expanded on that, saying, “As with
COVID-19, climate change will be a huge test of global resilience. Neither pandemics nor
climate change are ‘black swan’ events. But while COVID-19 has an expiry date, climate
change does not, and failure to ‘green’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now will increase
costs for society in future. This year’s natural disasters impacted regions with more
insurance cover in place, providing vital support to the people and communities affected
and enhancing their financial resilience.”
Also of note is the fact Swiss Re believes that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market losses
from US severe convective storms are likely to hit a record level in 2020, while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and Canada also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losses from this peril
through hai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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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and likely due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severe weather ev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surance industry covered 45% of global economic losses in 2020, which is
above the ten-year-average of 37%.

【摩根士丹利：再保险势头将持续到 2021 年所有续约】
【Reinsuranc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rough all 2021 renewals:
Morgan Stanley】
Artemis

2020/12/15

Reinsurance pricing momentum is forecast to continue through all of the 2021 renewal
seasons, with rises of 5% to 6% expected across the key upcoming January renewals,
according to analysts at Morgan Stanley.
The analysts believe that pricing in reinsurance is now back in-line with levels last seen in
2013, which it deems the last time the reinsurance market was seeing hardening pricing.
Analysts at Morgan Stanley said in a recent report that strong price improvements seen
through 2020 are expected to persist and market sources suggest hardening is
accelerating at the January renewals.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ough, the analysts believe that pricing momentum being
seen in reinsurance in the run-up to January, is likely to carry through to the later
renewals in 2021, so including the April renewal with its focus on Japan and the June and
July renewals, with their Florida and U.S. reinsurance focus.
The analysts forecast rate increases in the 5% to 6% range across the January
reinsurance renewals, before terms and conditions.
If that ends up being accurate, it will be the hardest reinsurance market in years, as
some areas will remain much flatter, so an average of up to 6% across the market will be
a considerable uplift to reinsurers and ILS funds portfolios going into the new year.
Similar levels of pricing momentum are forecast for the later renewals in 2021, which if
true will mean much better pricing in Japan, Florida and the U.S., elevating once again
the return potential for ILS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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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the analysts note that reinsurers really have no option but to support price
increases now, as without rate their returns on equity (ROE) will not be sustainable.
The quality of earnings are set to improve then, as reinsurers look to deliver much more
of their profit from the underwriting side of their businesses, as investment yields look
set to remain so low, again a signal for better return potential in ILS fund and
collateralised reinsurance portfolios.
It is no surprise then that private equity capital has been piling into reinsurance at this
point in the cycle, as the opportunity for short-term (2 to 5 year) profitable exits are
clearly the highest seen for a decade or more.
This capital will demand performance, as it will demand impressive returns on exit.
Which also means those having raised PE money, or start-ups backed by it, will have to
support the push for higher rates, or find another way to enhance their ROE’s.
All of which reads across to profitable opportunities in ILS funds and collateralised
reinsurance vehicles for investors, with market conditions perhaps looking set to
stabilise for a time.
This also represents an opportune moment for the catastrophe bond market to exert its
ability to deliver efficient reinsurance and retrocessional capital to traditional market
players and large corporate risk transfer buyers, as cat bond coverage continues to look
a very efficient alternative in this hardening market environment.
It should be noted though, that there is some concern among market sources that rates
may not harden as much as hoped for at January 1st now, as the market begins to digest
the increased capital levels and appetite of some private equity backed players and new
start-ups.
The momentum may continue and at the desired trajectory, but it may be at a slower
rate than was hoped for just weeks ago, it now se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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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险巨灾续转费率增幅：欧洲最高增 5％，美国最高增 15％，转分
最高增 15-20％（累积责任保障最高增 35％）】
【Property cat renewal rates: Euro up to 5%, US up to 15%, Retro
15-20% (agg 35%+)】
Artemis

2020/12/18

After meeting virtually with Bermuda-based reinsurance companies and brokers,
analysts at KBW said that they expect the renewal outcome to be generally positive, with
satisfactory rate increases expected, but nothing spectacular.
The analysts provided some insights into where Bermuda based reinsurance carriers and
their brokers expect to see property catastrophe rates rise and by how much at the allimportant January 1st 2021 renewals.
Every Bermuda market reinsurance executive, that KBW’s analyst team met with, still
expects to see property reinsurance rate increases at January 1st.
However, expectations are now moderated from where they sat a few weeks ago, as we
explained in our recent article here.
That’s not to say renewal rates are going to disappoint, the property catastrophe
reinsurance market looks set to be up globally, but once again there are expected to be
differentiated rate increases depending on ceding company performance and loss
experience.
While there is, as a result, expected to be some variation to these numbers and the
eventual January renewal outcome, KBW’s analysts said that Bermuda reinsurance
management teams are expecting to see the following rate increases, by region and
class, in property catastrophe renewals.
European property catastrophe reinsurance renewals:


Increases of up to 5%.

The January 1st reinsurance renewals featu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European cedents
securing their coverage for the year, including numerous of the largest insurers and
reinsurers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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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urope has not faced significant insured catastrophe losses recently, it has become an
almost perma-soft marketplace, where the big four reinsurers dominate and drive the
pricing.
As a result, many 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 (ILS) fund managers had pulled back quite
significantly on European cat programs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promise of up to 5% rate increases in European property catastrophe programs
may make some a little more tempted to get more involved in 2021, although this is
unlikely to be a significant move as most ILS funds still remain much more focused on US
risks.
U.S. property catastrophe reinsurance renewals:
KBW’s analysts report that the Bermuda market is expecting US carriers renewing their
reinsurance at January 1st will face price rises as well.


Increases ranging from high single digits, to up 15%.

US renewals at January 1st feature some of the largest domestic carriers, who are
generally very well-capitalised.
As a result, KBW notes that rate increases in January may not be as high as seen last
June/July and that rate increases at June 2021 for the more thinly capitalised Florida
market may once again be more significant.
There are expected to be bigger increases for some US insurers that suffered losses from
the Midwest Derecho event in Augu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iation on cedent
performance is likely to be a feature across the US renewals at January 1st.
Retrocession renewals:
Retrocessional reinsurance renewals are likely to see some of the steepest rate
increases, it is believed.


Increases of 15-20% (and up to +35% for aggregate covers).

Retrocession cedents are likely to experience significant tightening of terms as well, plus
a shrinking range of product structures, we understand. This is as markets continue to
try to reduce unexpected, or less predictable, loss scenarios from retro 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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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ro market is perhaps the only segment of the property reinsurance focused
segment of the January renewals that can be truly said to be moving towards a hard
market though, as the other segments appear to be firming at this time and that
momentum may be more short-lived.
The aggregate retrocession market looks set to be the hardest reinsurance renewal
segment with a catastrophe risk focus, but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constrained, as
capital continues to be re-deployed away from these towers, making capacity less
abundant here.

【安永：Covid，FCA 定价审查和气候变化将影响 2021 年的保险业
界】
【Covid, FCA pricing review & climate change set to define
re/insurance in 2021: EY】
Reinsurance News 2020/12/18
Covid, 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s pricing review and climate-related strategies are set to
define the re/insurance sector in 2021, according to analysts at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 EY.
Rodney Bonnard, EY’s head of insurance in the UK, said the pricing review will have a big cost
implication for the sector as many insurers will have to overhaul their business and pricing
models, and ultimately for some it could act as a catalyst for M&A activity.
Bonnard added that, overall, it should also be seen as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better engagement
and more longer-term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but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this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regulations to ever impact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nother challenge insurers are set to see in the near future is climate change, as Kabari
Bhattacharya, EMEIA Insurance Sustainable Finance Leader at EY, explained.
He believes that re/insurers have a critical role to play in accelerating and smoothing the
transition to a net-zero world and expects that this will be a key focus in 2021.
“There are three main areas where the insurance industry can make a real difference,”
Bhattacharya n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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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is through underwriting – stepping away from many of the highest carbon emitting
companies, working with clients on their transition and pursuing growth in sectors that support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second is through the investments it makes – divesting from sectors such as coal, while
integrating ESG into their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and engaging with counterparties in their
decarbonisation plans.
“And the third is through changing the way they individually operate, and actively reducing their
own firms’ carbon footprint. 2021 will see a concerted drive by insurers to focus net-zero
strategy on both sides of the balance sheet.”
Meanwhile, COVID-19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having a major impact on the sector throughout
2021, as announced losses have already hit over $25 billon globally.
“The COVID-19 pandemic, lockdowns and resultant recession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 sector as claims relating to event and travel cancellations and business
interruption rise,” Bonnard added.
The pandemic and its subsequent impact on the world’s economy has been felt in multiple ways
so far in 2020. Moody’s recently used it to underpin a negative outlook on the European
insurance sector.
Rising unemployment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could also negatively affect life insurers’
activity in 2021, while the 2020 contraction in GDP may continue to constrain P&C volumes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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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财险新机遇：抓住这些新风险，一批专业型公司将脱颖而出】
慧保天下

2020/12/21

编者按
2020 年，车险综合改革正式落地，车险市场保费开始负增长，财产险公司纷
纷加码非车险业务，然而非车险却是普遍亏损，财险开启新纪元，但是大公司难，
中小公司也难。
近日，在『慧保天下』举行的“前瞻 2021”财产险年度策略交流会上，波士
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程轶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
她指出，2021 年是车险综改后的第一年，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年，也是中国
“十四五”规划落地的第一年，这三个“第一”，意味着新环境，新机遇和新局
面。
新环境，主要是指车险综改全面铺开，给车险、非车险业务都带来很多挑战，
一些公司开始慎重考虑要不要做继续车险。对此，程轶的回答是“要做”，因为国
内发展非车险的环境还不健全，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发展；与此同时，车险领域
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机遇。
她同时指出，在非车险领域，新机遇也已经出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疫情
加速了所有行业的数字化，包括制造业、建造业、大健康等，这些都给保险行业带
来新的机遇。此外，十四五规划也带来新的局面，其中很多内容其实都给保险业发
展预留了空间。
下文即根据其讲话整理：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程轶
去年，我们预计财产险行业将迎来五大方面的转变，如今来看，已经越来越印
证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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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财产险行业又会是怎样？ 2021 年特别特殊，是车险综改全面铺开以
后的第一年，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十四五”规划落地的第一年，这三
个“第一”，意味着新环境，新机遇和新局面。
对于财产险行业而言，一个新的局面即将开始，谁能够抢得先机，2021 年就
是翻盘的开始。
2021 年是车险综合改革全面铺开后的第一年，财险公司活得很艰辛：早在
2018 年，我们曾预估，2023 年车险业务占比将降至 53%，实际上，下降速度比我
们预估的要快。增长比较快，且未来会越来越快的是非车险，尤其是个人非车险，
此外商业非车险增长也较快，但非车险亏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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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健康险，这是中国保险领域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 过去 9 年增长率
34%，2019 年保费达 7000 亿规模。但健康险真的能够成为财险公司的救命稻草
吗？从增速来看，健康险确实是市场上增速最快的一个险种， 但其未来 2-3 年的
盈利性，并不乐观。

财险为什么难？车险已经进入存量博弈，其他非车险种还有机会，但健康险作
为救命稻草，它要建立相应的数据和能力，至少还需要 2-3 年时间。
财险行业怎么办？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新的风险：
产业互联网创造新机遇
疫情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互联网迎新机
我个人觉得中国财险市场未来会类似美国市场，有“老三家”占据大部分市场
份额，但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些专业性能力非常强的产险公司出现，而这些公司之
所以能够发展壮大， 主要就是因为其捕捉到了新一轮发展的空间，能够尽快的去
完成数据和能力的积累。
新冠疫情对整体经济冲击巨大，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产业
互联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产业互联支持各产业中人与机器、服务、自然协同
升级，同时各行业全力打造的数字化体系又极大丰富产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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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制造业是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在中国，智能制
造的规模在过去 5 年增长了 31%，与健康险增速类似，国家级的智能制造项目就有
800 多个，园区也达到 573 个。
制造业数字化
黑灯工厂成为新趋势，一些传统保险需求消失，对网络信息安全等新型风险保
障的需求将大幅提升
在政策助力与市场推动下，智能制造行业近年实现快速发展，并在汽车、建
筑、新制造等行业率先实现应用场景技术落地。
智能制造的自动化车间，机械化生产、高性能电池，以及很多的互联网应用，
对人力的依赖急剧下降，存在的风险变成机器本身、机器人本身、数据信息的安
全、网络稳定性等，还有很多风险始终存在，例如火灾。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对于
责任险的需求一定会减少。
新造车：得益于数字化理念普及和技术成熟，车企数字化转型是全方位多元化
的。
车企信息化基础正随着技术革命而发生重大调整，其通过数据积累，就可以预
测采购量，以及制造流程，乃至智能化的营销。车企也开始效仿保险公司进行电话
销售，这些也都是基于其数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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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车企也有意打造滴滴一样的出行平台，因为其意识到，当无人驾驶以及自
动驾驶普及，个人拥有汽车的情况会大幅减少，人们会真正迎来公共出行时代，所
以其也要布局出行平台。
新制造：“熄灯工厂、黑灯工厂、24 小时工厂”正在向各个层次的制造型企
业发起挑战。
传统制造业，以富士康为例，其工厂是以人多为特色，但小米的智能工厂，又
称黑灯工厂，车间空无一人，年产手机约 100 万台。
去这样的车间销售责任险、健康险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其对网络稳定安全、
数据稳定安全以及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这就是新的风险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里等互联网巨头的推动下， 智能制造正在向中小企业渗
透。阿里新制造“一号工程”「犀牛智造工厂」是面向中小企业的智能制造方案—
—这是一个可复制的方案，在中小商家端，能够实现按需定制。目前，淘宝上已经
200 多个中小商家进行试点合作。
大规模机器人运用到制造业，改变了生产活动中人和物的关系，也将影响其对
金融业务的需求。
工厂人数减少，原来与人相关的金融业务将减少，例如：工资、个人贷款、雇
主责任险、商业保险等。
机器人代表的是生产工具，随着这种工具越来越多，对于制造型企业来说，财
务上表现为资产的重心的转移， 融资需求会相应增加；对于新型资产，金融企业
应如何衡量其价格，并予以相应的融资能力或提供相关的保障能力？
企业面临的风险在发生变化，传统风险 VS 新型风险，两者发生频率或者风险
损失比重，都在改变。
作为产险公司，面对这些情况需要去思考背后折射出的 新的产品逻辑，定价
逻辑，以及理赔逻辑，因为在这样的工厂，数据都是可以直通获得的，保险公司需
要思考的是，如何与其系统进行对接。反过来，保险公司自己的系统是否已经有足
够能力对接更多外部系统？相应的服务保障体系又该如何搭建？如何做到防患于未
然？
智能建造
人员结构的变化、全行业整体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也将影响其对保险的需求

35

建筑行业早已不是人力堆砌的传统行业，新兴技术正在对建筑产业链上的关键
环节带来巨大影响。其可以基于混凝土 3D 打印技术，运用大数据分析、自动化与
机器人等去取代人力，更高效地完成建筑。
以 EPC、BIM 为主的建筑行业数字化方案已经大量被用于国内外工程项目管理
和管控，智慧工地建设的国标也在酝酿中。
人员结构的变化和全行业的数字化能力提升，也将影响行业对于金融业务的需
求：
中低端从业者减少，高端岗位占比增多，需重新思考从“人”的金融产品设计
和组合匹配；
数字化设计、智慧工地、智能安防等领域的协同发展，建筑业数字化进程，带
来对建造工程本身数据化描述的能力提升，有利于金融机构更好了解企业（工程）
资产情况；
新运力
汽车主机厂转型、车联网技术发展、物流行业数字化，都对保险业提出新的要
求
近年来，大型汽车主机厂的转型共识是，从制造商向服务商转型。

36

与此同时， 车联网技术从车的角度渗透到整个运力行业，改变了人车交互、
车车交互、服务关系，对各个相关行业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借助产业互联网，物流行业数字化能力不断提升，逐步形成物流业态、基础设
施、信息系统组成的有机生态，其中，物流控制塔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数字化平台。
运力物流行业的数字化变革，也会给相关金融业务带来改变：
例如，汽车不同于马车，数字化车也不同于传统汽车；车资产属性和用途的变
化，对于车价值的计算和风险评估都带来新的命题。
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发展已经支持对现实中的实物进行数据画像、移动跟
踪、温度监测、气味监控等，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在行业应用方面正在融合。
面对运力行业的数字化变革，保险公司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车险产品，数字化带来丰富数据，UBI 可能是车险下一个形态；
货运险产品，方向不明，一方面技术数据为承保提供场景，一方面又可能成为
技术型保障，与保险业务争夺客户；
渠道，运力市场保险销售长期依赖中介（黄牛），新的技术平台即销售渠道，
未来是“去中介化”还是“产销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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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险
一定要在医疗健康全链路上去进行布局，才能破除亏损迷局
目前，保险公司在健康险定价方面还是比较粗糙， 未来一定要在医疗健康全
链路上去进行布局，才有可能性实现健康险的盈利，为什么？
梳理医疗健康全链路各个环节，大致可以分为大健康和大医疗两大板块，其中
大健康是前期引流、数据积累和增值服务的重要组成，也是控制赔付率的关键。

保险公司肯定希望与客户保持一定的互动频率，通过平台提供服务，同时获取
数据，这个平台是需要保险公司去布局的。
与医院的直连直赔很难，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因为借此可以掌握更多数据，优
化后端理赔，节约运营管理成本。
慢病患者健康改善方面，也需要数据的累积。
凡此种种，都说明，保险主体如果不在医疗健康全链路上去进行布局，就无法
获得详细数据，就无法将健康险经营好。
“十四五”开启新局面
抓住“十四五”政策机遇，积极布局农险、责任险、巨灾险等非车领域
其实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很多方面都涉及财产险，会有积极促进作用，包
括：
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业保险；
发展巨灾保险，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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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高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安
全保障水平…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坚持扩大内需，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险企在产
品，渠道、理赔，技术等方面全面升级；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渠道创新、UBI 和定制化专属产品迎来发展；
这些对财产险行业的启示就是， 应抓住“十四五”政策机遇，积极布局农
险、责任险、巨灾险等非车领域；注重产品、渠道与技术创新；通过精细化管理与
科技赋能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
目前，国内财产险市场与成熟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从 2019 年的
财产险渗透率（产险保费/GDP）来看，世界平均水平为 2.8%，但中国仅有 1.9%，
而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均超过了 3.5%。
我们预测，未来，财产险业务在科技赋能推动下将呈现以下三大转变：

所以，面对新环境、新机遇、新局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新风险、新定价、新
产品、新服务，还有新的人力布局，把不需要的人逐步去掉，腾笼换鸟，以更高技
术的人力，去开发新产品、新服务。
2021 年是充满挑战，但也充满机遇的一年，就看谁能够把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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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 2021 财险大走向：车险占比跌破 6 成，独大时代一去不返；健
康险、农险等仍维持两位数增速】
慧保天下

2020/11/30

2020 年初，『慧保天下』曾对 2020 年财险市场走势做出预测，得出的结论是
2019 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2020 年或许会更加困难，因为：一是中国宏观经济遇
到新周期，二是 2008 年之前积累的风险至今没有完全出清，三是财产险公司的经
营方式仍然是粗放的。
没想到的是，“困难”比预计中要更加沉重，更加出人意料。1 月末爆发的新
冠疫情将业务增速一时打到谷底；从二季度开始，业务逐渐恢复增长，但 9 月银保
监会坚定推动车险综合改革的实施，再度给行业“当头一棒”，长期以来倚仗的
“吃饭业务”车险突然不香了，车均保费、整体保费增速快速下滑，拖累整个财险
行业增速。非车险虽然在健康险、责任险、农险等的带领下，实现了保费的快速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车险保费负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大多数业务都出现了
显著的承保亏损……
更加困难的 2020 年也行将过去，展望 2021 年，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回溯 2020 年
展望 2020 年之间，首先还是要回溯下 2020 年财险行业整体表现，“一切过
往，皆为序章”，今天的财险业，已经为明天的财险业埋下伏笔。
01. 财险公司保费增速承压，前 10 月同比增速仅 7.17%，减少 3.8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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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车险综改等因素影响，2020 年财产险公司保费增长整体承压。数据
显示，2020 年前 10 月，财产险公司累计保费收入 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7%，
相较去年同期减少 3.81 个百分点。
而从单月数据来看，2020 年 10 月单月保费收入仅为 914 亿元，同比下滑
5.58%，相较 2018 年、2019 年更是大幅下跌。
02. 车险业务占比跌破 6 成，“车险独大”一去不返；健康险领衔非车险成新增长
极

车险是拉低行业增速的“罪魁祸首”。前 10 月，车险保费收入 6827 亿元，同
比增长仅 3.82%，相较前 9 月有所回落。
就单月保费而言，也出现了大幅的回落，车险 10 月单月保费收入 618.77 亿
元，同比下降 6.35%，仅高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 2 月份的-18.44%，创下年内第
二低单月增速——车险综合改革的影响深刻显现。
车均保费降低是个重要因素。从银保监会公开披露的数据来看，前 10 月车险
单均保费 1571 亿元，同比减少 64.5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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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险增速回落的同时，非车险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尤以健康险、农险、责任
险以及工程险为最。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健康险业务，前 10 月保费收入 1009 亿元，同比增速高
达 35.80%。
车险保费大幅下降，非车险保费快速增长，其结果就是车险占比显著下降。数
据显示， 截至 10 月末，车险市场份额降至 59.33%，首度跌破 6 成，同比下降
4.04 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车险都是保险公司的“吃饭业务”，分摊固定支持，因此长期以
来，即便是亏损，财险公司也往往会尽力发展车险业务，但现在，当车险占比跌破
60%，其给行业带来的深层次影响是难以预计的。
这意味着过去车险“一险独大”的时代彻底翻篇了，一个新的财险时代正式拉
开帷幕，此后，随着车险综改的进一步深入，车险保费增速和市场份额将继续双双
下降，行业结构也将逐步优化。
3.综合成本率不断走高，9 月末突破 100%
保费增长承压的同时，保险公司赔付支出增速远高于行业同期，数据显示，前
10 月，财产险公司累计赔付支出 6114 亿元，同比增长 8.48%，高于同期产险公司
保费增速（7.17%）。
最后的结果就是综合成本率走高。2017 年，财产险行业综合成本率为
95.26%，2018 年超过 100%，2019 年有所减少，为 99.98%， 但到 2020 年 9 月末，
这一数据又上涨到了 100.31%，同比增长 0.7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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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流数据来看，费用率的上涨是主因，前 9 月达到 38.06%，同比上涨 1.25
个百分点。显示了车险综改前市场竞争之激烈。不过这一状态势必将随着车险费改
的推进而有所改善。一是，车险费改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压缩费用空间，将手续费从
35%降至 25%；二是，一些险企选择利用车险综改的时机集中释放前期费用，在一
定程度上临时推高了行业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前 9 月，受疫情影响，产险公司赔付率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9 月末为 62.25%，同比下滑 0.47 个百分点。
4. 除去天安财险，财险公司整体盈利超 400 亿元，同比下滑约 20%
从行业交流数据来看， 前 10 月，财险公司累计亏损 119 亿元，但这主要是天
安财险导致的，数据显示，天安财险仅上半年净亏损就已经达到 647 亿元，对保险
业整体利润影响明显。
去掉天安财险，根据险企公布的偿付能力报告，则截至 11 月 3 日，已经有 82
家财险公司披露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2020 年前三季度， 这 82 家财险公司累计
净利润为 405 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 506 亿元，虽然显著下滑，但整体仍保持了
盈利。
具体来看，82 家险企中，57 家财险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达 69.51%，25 家财险
公司出现亏损，累计亏损达 18.45 亿元。
展望 2021
盘点 2020 年，分析上述因素，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受车险综改影响，2021 年车险保费增速还会继续承压，进而拖累整个财
险行业的保费费增速；
二是险种结构仍将进一步调整，车险占比有望进一步下降，而非车险占比仍将
持续走高。
三是随着车险综合改革的深度推进，长期以来形成的依赖做大车险快速做大规
模的粗放式经营将彻底走向尽头，行业将不得不在萎缩的车险市场中通过创新、提
升效率寻找新的生机；在非车险领域，则势必会进一步挖掘新蓝海市场。
2020 年很难，2021 年只会更难，是时候做出彻底的改变了。

43

1. 宏观经济逐渐企稳，给财险行业带来新希望
财险业发展与 GDP 增长密切相关，从财产险保费增长曲线不难发现，几乎每一
次保费增速的提高都是外部政策刺激的结果，但刺激作用持续时间较短。这个期间
财险保费增长曲线斜率向上。
这意味着，随着国内 GDP 增速不断回暖，将给 2021 年的财险业带来新的希
望。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我国实际 GDP 同比增长 4.9％，而截至今年第三季
度，中国实际 GDP 累计同比增长 0.7％，实现了 V 型反弹。
预计这一反弹在 2021 年仍将持续，《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
（2020-2021）》预计 2021 年第 1 季度中国 GDP 增速将达到 11.4％，到第 4 季度
将下滑到 5.4％。同时，供需两端将进一步修复，并开始趋于平衡。这对于与 GDP
增速关系密切的财险行业而言，无疑是意味着希望。尤其是对于非车险而言。
但考虑到车险综改的持续深入，预计 2021 年财险行业整体保费增长仍将面临压
力。
2. 汽车销售整体下滑，逐步回暖，新能源车成为一大亮点
2020 年上半年，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起到了刺激汽车消
费的效果，为下半年车市恢复奠定了基础。同时，“金九银十”这个汽车传统销售
旺季的到来，加上消费者在经济方面的安全感以及身处的环境现状的改善，都共同
驱动了车市销量的增长。2020 年 1-10 月，汽车产销 1951.9 万辆和 1969.9 万辆，
同比下降 4.6%和 4.7%，降幅与 1-9 月相比，分别收窄 2.1 个百分点和 2.2 个百分
点。其中，10 月的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255.2 万辆和 257.3 万辆，
同时，在各种政策刺激下，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尤其亮眼。9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环比、同比均大幅增长，“金九”成色十足，产销同时均下创历史新高;10 月
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突破 14.4 万辆，同比增长 119.8%，从中长期来看新能源汽
车将持续贡献增量。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高速增长的周期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汽车市场的发展模式也
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甚至是低速增长阶段。但新能源汽车只是开始。 对于
车险市场而言，这意味着新能源车将成为未来一大增长亮点。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已经明确表态支持车险领域的产品和模式创新，这将成为
车险领域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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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险保费仍将继续下降，综合成本率或突破 100%
车险综合改革涉及范围广、力度强，其势必重塑车险行业生态，2021 年，保
费下跌的态势预计仍将持续。
中金公司发布的研报预计 2021 年行业车险保费同比下降 17%，其中，1-9 月份
车均保费同比下降 27%，10-12 月份车均保费同比企稳。
预计大型险企市场份额将保持稳健。监管对市场竞争状况密切关注、防止过度
竞争，体现为加强车险费率回溯监管、要求改进财险公司考核机制等措施，这将有
助于降低市场过度竞争，从而有利于大型险企市场份额保持基本稳定。
同时，因为费用下降可能不能完全弥补保费的下降幅度，从而导致综合成本率
上升并突破 100%。预计 2021 年，车险业务整体仍将承保亏损。在规模、品牌上更
有优势的大型险企的综合成本率将显著优于小型险企，不排除部分大型险企的车险
可以做到承保盈利的可能。
4. 非车险保费增长有望进一步提速，货运险、企财险、农业险等或将获得两位数
以上增速
受益于疫情缓解，预计非车险保费增长有望进一步提速。
与车险业务不同，受益于 GDP 增速企稳，短期健康险需求增速较快，以及政府
对于农业险、责任险等的政策扶持，2021 年非车业务面临更好的增长环境， 中金
公司预计货运险、企财险、农业险、责任险、短期健康险等的保费规模均将取得两
位数以上的保费增速。
不过非车险业务的综合成本率依然将承压，尤其是久期超过 1 年的信用险的承
保盈利可能是影响明年整体非车险承保盈利的关键因素。
2020 年，疫情爆发、意外险改革、车险综改、新版重疾定义……一件件历历
在目，不断塑造着保险业新格局，行至年末，保险公司该如何展望 2021，把握行
业新趋势、新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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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险业进入新的调整期】
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2020/12/24

回首 2020 年的财险业，一是车险综合改革推进，无论是增速还是盈利都不容
乐观；二是非车险市场集中度还未形成，较快发展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三是监管
力度空前加大，政策密集出台。
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车险综改倒逼行业生态重塑，助推行业格局演变。总
体来说，财产险将进入调整周期，将迎来新格局。
车险：综改过渡期最快预计一年
2020 年的车险可用“水深火热”来概括。
“水深”指的是汽车市场整体萎靡。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02 年 1-9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487.3 万辆，同比下降 17.7%，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6.4%，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2.3 个百分点。
“火热”则是指险企积极应对综改带来的种种挑战，包括在短期内逐一推进费
率测算、产品备案、系统改造、队伍培训等工作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积极应对
保费规模下降等因素形成的挑战。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 10 月 31 日在 2020 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上表示，车
险综改自 9 月 19 日实施一个多月时间，车均保费降幅 27%，平均手续费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左右。天风证券预测，车险保费收入将在 2021-2022 年持续负增长；车险
业务综合成本率上升并可能突破 100%。
“整个行业逐渐进入存量市场，‘蛋糕’增长红利减少或消失，市场竞争将更
加激烈。”中华财险辽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伟认为。
但从短期看，车险综改对消费者的三大红利已经开始释放：价格普遍下调；保
障基本只增不减；服务基本上只优不差。从长期看，车险综改能激发市场内生活
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个体之间的公平，车险市场有望走向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表示，本次车险综改对
市场影响虽然大，但可预期性和可控性均强于本世纪初的车险改革试点。借助市场
调节和不断完善的市场行为监管，一年后车险市场就可能实现平稳过渡。
他认为，财产险市场本身就存在承保周期，即使在更成熟的市场上，车险费率
时松时紧属正常波动。放松管制、抢占客户、过度乐观等因素会造成费率宽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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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赔付率将会偏高，车险价格和供给行为将自然调整，赔付率和综合成本率会
相应改善。
阳光产险天津分公司总经理赵荣宾持同样观点。他认为，车险综改助推行业格
局演变，集中度提升是必然结果。保险公司需要加快包括 UBI、新能源车险等产品
创新，提升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加快队伍转型等。
非车：服务国家战略成新增长点
2020 年 1-10 月，我国非车险规模占整个财产险市场规模的 38.17％。据美国
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数据，美国半数以上业务都是非车险，日本财险行业数据
中非车险业务占比接近一半。对标国际市场，我国非车险的市场增长空间还十分广
阔。
太平财险山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其森认为，新发展形势下，非车险市
场的增量主要在与服务国家战略有关的，如服务民生救助、防贫返贫、生态环保、
疫苗安全、绿色建筑、社会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大健康等方面的政保类责任险、工程险、健康险。
与车险业务相比，非车险业务经营需要更高水平的精算定价能力和风险管控能
力。
“现在全行业都在向非车转型，传统存量市场竞争无序、增长乏力，外部环境
复杂多变，非车盈利承压较大。”刘其森表示。
数据显示，2020 年 1-10 月，非车险保费收入 4214 亿元，同比增长 12.37%，
其中健康险、农险增速较快，分别为 35.8%、21.82%。值得关注的是出现负增长的
保证保险和意外险。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分析，保证保险保费负增长
一方面因疫情导致经济放缓，另一方面则是财险公司主动收缩信保业务规模所致。
意外险主要是因为疫情防控导致经济活动总量下降，因公因私旅行减少。相关数据
显示，2020 年上半年，同程网、携程网、去哪儿网、飞猪和旅游保险网累计保费
收入仅为 2019 年同期的 20.40%。
“随着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监管与风险处置措施的落实，风险将会被很大程度释
放，行业性亏损应该会出现收敛。而且，信用保证保险的发展与经济环境有很大关
系，随着未来经济形势的好转，信用保证保险业务在规模与质量上相比今年可能都
会有所改善。”李文中表示。
刘其森认为，在未来一个时期，非车险业务应由“产品经营”向“客户经营”
转变，重点放在紧抓国家政策红利，全面科技赋能、苦练内功、精细化管理，坚持
高质量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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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天风证券认为，责任险得益于政策推动，未来发展空间也较大，包括政
策鼓励的新业态领域、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责任险。另外，产品创新也会给责任
险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例如，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网络安全责任险、知识产权
责任险等新型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客户群体的风险意识和相
应配套法律法规正在逐渐提升和完善。
政策：该放的放，该管的管
2020 年，针对财险业的监管政策发布密集程度远超 2019 年。
据《中国银行保险报》梳理，截至 12 月 23 日，银保监会已发布 11 条财险业
相关的监管办法、通知及意见等，而 2019 年仅有两条。
具体来看，今年发布的政策既制定了财险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又对车险、融资
性信保业务、意外险等具体险种进行了规范。
李文中表示，财险业监管政策密集发布的主要原因，一是进一步细化落实中央
经济、金融政策的需要。各项政策出台都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防风险和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二是保险业务发展的现实需要。监管政策的出台都是相关业
务发展中面临着实际问题，客观上需要进行改革与加强监管。当然，这些政策出台
都是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财险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体现
了监管部门推动相关改革与监管的坚决程度，该放权给市场的坚决放权，该管起来
的坚决管起来。

【监管本月连开两场车险座谈会，重点关注冒头的新问题，多家保险公
司被点名！】
中国证券网

2020/11/30

车险综合改革运行两月有余，改革指向的“降价、增保”目标效果明显。但部
分地区、部分机构乱象仍存，并呈现出新老问题交织的局面。
开弓没有回头箭。上海证券报记者获悉，在 10 月座谈会基础上，11 月银保监
会又连开两场车险座谈会，研究部署车险市场监管和改革有关工作。
除了重提老问题之外，监管部门又提出车险市场出现了四个新问题，并要求予
以重点关注：
■

部分地区和机构出现“低价高费”情况，已有地方银保监局对当地保险公

司分公司作出停止接受商车险新业务 3 个月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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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公司对多数地区的分支机构未明确提出调减保费规模考核指标，人保
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等多家头部公司被点名。
■ 部分公司为争取价格优势拼凑自主定价系数较高的车型业务。
■ 部分公司通过驾意险的高手续费来套取费用补贴车险。
配套文件在路上。据记者了解，保险业协会正在起草车险增值服务标准和关于
改进财险公司车险考核工作的方案，直指车险违规乱象根源。
一个月两场座谈会
11 月 18 日、11 月 24 日，银保监会连着召开两场车险座谈会。10 家财险公司
和保险业协会、精算师协会、中国银保信，13 个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参加
了这两场座谈会，并做了相关汇报。
座谈会上，各方首先肯定了车险综合改革以来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数据真实性
问题明显改善，惠及广大消费者等成效。数据显示，11 月延续 10 月的平稳态势，
“降价、增保”效果显著，出现保费价格下降、手续费率下降“双降”和保险责任
限额上升、商车险投保率上升“双升”的新局面。
但与此同时，在个别地区、个别机构，车险市场老问题不断抬头，新问题又开
始冒出，必须得到及时纠正。
“老问题”再抬头
车险乱象老问题被诟病多年，基本可归纳为六大类。
一是，部分地区和部分机构的高手续费竞争和数据不真实的问题开始反弹。
承保端：部分地区由于交强险赔付率较低，商业车险支付和承诺的市场费用仍
有超报备的手续费率上限的冲动，存在套取费用、费用不及时入账的数据不真实现
象。
理赔端：部分公司已决赔付率明显上升，其中除正常增值服务费用和出险率上
升的合理因素，也有理赔环节抬高工时配件价格的影响。
二是，大量按照“地板价”出单的问题。
部分地区已进行及时调整，但其他地区和个别领域仍存在相关情况。
三是，给予合同以外其他利益的问题。
随着各地逐步明确回溯原则和标准，非理性折扣竞争受到限制，各个公司不同
地区均不同程度重新出现给予合同以外的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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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增值服务条款使用无序的问题。
直接按条款允许的最高次数免费提供、利用噱头抢占市场的情况初步得到遏
制，但超示范条款四项增值服务范围、提供额外各种有价服务的问题凸显，有不严
格执行条款费率、给予合同以外其他利益之嫌。且相关个性化服务费用核算不规
范，全部计入理赔费用，易扰乱财务指标。
五是，异地业务跨省流动的问题。
中介机构利用各省市在费率、手续费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将部分团单业务
或渠道业务跨省出单甚至违规出单，扰乱市场秩序和数据基础。
六是，新车整体折扣仍然偏高，损害了新车的投保人利益。
全国新车自主定价系数均值 1.027，比旧车的 0.87 高 18%。在新旧车赔付率基
本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新车的相对高价格一方面侵害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不利于
维护新车市场经营秩序，高手续费可能仍成为新车领域的问题。
新问题冒头
除已提及的问题外，车险市场又出现了四大新问题，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
注。
一是部分地区和机构出现“低价高费”的情况。
本次车险综合改革后，部分地区和机构出现“低价高费”的新情况，家用车旧
车自主定价系数均值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但同时市场反映仍存在高费用问题，车险
新签保单已经出现较大面积的亏损。
例如，河南、河北、广西等地区的市场反映上述情况比较突出。“低价高费”
从定价不足和费用混乱两个方面扰乱市场秩序，是非理性竞争的表现形式，必须得
到及时纠正。
二是多数公司对多数地区未明确提出调减保费规模考核指标。
从各银保监局反映的调研情况看，除少数公司外，多数公司仍未根据综合改革
后的变化及时调减绩效考核指标。例如，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等公司在
多地要求对标市场，实际隐含着要求市场份额不能下降、业务增速只能高于而不能
低于市场平均增速的考核目标。
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险公司总公司绩效考核是指挥棒，临近年底，基
层机构为完成保费目标或对标市场的考核指标，投入高费用抢收业务，对市场秩序
产生强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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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部分公司为争取价格优势拼凑自主定价系数较高的车型业务。
车险综合改革后，部分公司既要符合当地银保监局关于整体自主定价系数的要
求，又要在家用车险领域取得价格优势，因此刻意承保自主定价系数较高的特种
车、重型货车及出租车，以平衡公司整体的自主定价系数。
部分公司虽平均自主定价系数符合要求，但业务结构相比公司原有水平发生较
大变化，高风险业务占比明显上升，后续经营结果不容乐观。
四是通过驾意险来套取费用。
部分公司通过驾意险的高手续费补贴车险。一方面，对驾意险的定价偏高，侵
害了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驾意险的高费用流入车险市场，扰乱了车险市场秩
序。
算好经营成本账
“改革前，车险市场的主要问题是高费用和高手续费的恶性竞争，由于车险价
格整体较高，基本不存在定价不足的风险；改革后，由于行业基准纯风险保费下降
到合理水平，同时给予公司自主定价系数范围相对较宽，在较大比例‘地板价’情
况下将导致定价不足的风险。”针对为何重拳整治市场乱象，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一语中的。
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如果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还投入高费用和高手续费，不
排除综合成本率可能会超过 100%，车险将出现承保亏损。“因此，各公司要在算
好经营成本账的基础上，理性确定自主定价系数和手续费，如果不计成本在市场实
行‘低价高费’的恶性竞争，车险经营风险将明显上升，这不符合车险综合改革的
初衷，必须要坚决遏制。”
为此，在这两次座谈会上，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的理性经营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强化合规意识，防范车险经营风险。
各公司要严格执行报备费率和手续费，严禁套取费用的违规行为。特别是针对
“低价高费”的重点地区，下一步将从严处理，坚决遏制住非理性竞争的苗头。关
注市场出现的新苗头，对公司通过驾意险套取费用来违规支付手续费或给予合同外
利益的违法违规问题，各银保监局要及时紧盯、从严查处等。
二是树立新发展理念，合理制定考核指标。
各公司要建立科学的管理考核和激励机制，把内控执行作为经营考核的首要内
容，摒弃忽视内控合规和风险管控，盲目拼规模、抢份额以及脱离发展基础和市场
51

承受能力，向分支机构下达不切实际的保费增长任务等错误做法，将依法合规作为
业务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底线。
根据车险综合改革的新形势新变化，围绕规模、效益、合规三个重点方面，调
整 2020 年绩效考核指标并合理制定 2021 年绩效考核指标。对于总公司在制定考核
指标时，不考虑市场承载能力、不顾经营亏损来争抢市场份额的，监管部门必要时
可以在全国范围叫停其车险业务。
三是明确监管规则，因地制宜进行差异化指导。
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进行研究，监管规则要有针对性
的调整。对于中小公司，要根据业务结构和业务品质给予差异化监管标准。要研究
出台支持中小公司的优先开发创新型产品的政策，包括新能源车险、里程保、UBI
等创新产品。
此外，对于电网销专属产品，监管部门经过研究后认为，如果仅仅在价格上相
比示范产品具有优势，将成为获取低价竞争手段的通道，“假电网销”的问题又将
出现，不利于当前改革平稳有序推进，因此暂不支持。

【中小险企在车险综合改革中要走好自己的路】
今日银保

2020/12/30

车险综合改革的实施，给中小险企带来很大的挑战。首先，车险费率下降，可
能直接导致保费规模一定程度下降，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承保亏损的现象。而纯风
险保费下降、一些附加险合并、新车增长乏力等因素将使行业竟争加剧。其次，赔
付率上升至 75%，对保险公司承保端的用户分层筛选能力、理赔端的风控管理能力
是新的考验。再次，保费规模下降，致使车险销售渠道获得的费用缩减，销售人员
到手的提成也会相应减少，对渠道的冲击明显，单纯的车险销售可能进入微利或无
利时代。相较于大型险企，中小险企车险经营压力进一步增大。面对挑战和压力，
中小险企在车险综合改革中要走好自己的路。

一、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
在车险市场不同主体的竞争中，中小险企应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市场竞争环
境是动态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可能会导致经营陷入困境及弱势中。中小险企必须
通过经营的逻辑、方式、方法、操作，让能够确定的因素大于不确定的因素；要对
所处的市场状况、所有竞争主体强弱、业务构成充分了解，深入研究、对比、分析
彼此的差距和短板在哪里，透过经营数据认清业务政策、产品、渠道、销售、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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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赔、服务方面的差异及体制机制、机构布局、队伍构成、运营等差异，在此基础
上明确源投入的方向，提升相应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应跳出市场规模、份额、排位的维度，以更宽广的视野找到自己现
在和以后一个时期的位置及目标（只有确定了位置才能确定目标），进而找准自己
的市场定位并接近和达到所设目的。中小险企应积极面对市场环境变化，从价格战
的低层次竞争中跳出来，力争能够在某一细分市场建立局部优势。

二、明确并推进自己的发展战略
中小险企要重新思考并明确自己的战略方向，做好车险中长期的战略布局，加
快调整业务结构，实现战略转型，改造未来工作衔接上的流程，整合企业内部资
源，对照新规则搭建新的运行系统(包括业务系统、精算系统、会计核算系统、报
表系统等)，以便更好话应新规则带来的变化。

三、提炼出自己的经营之道
面对市场、客户、机构、业务的竞争，中小险企要提炼出自己的经营之道。转
变经营理念，在巨大的经营压力背景下，除积极寻求外力推动为自身发展注入能
量，更要注重内部经营能力的提升，激发经营潜力；尤其要注重车险盈利能力的提
升（车险综合改革将使竞争优势不明显的中小险企利润空间面临进一步收窄），将
利润视为经营管理的关健，必须将财务数字逻辑和经营逻辑很好统一起来(好的财
务数字，一定由好的业务经营数据构成)。
坚决从规模经营向发展效益转变，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强调经营
质量和效益优先，着力使保单获取成本+保单的赔付支出+保单的运用服务成本小于
100，以此更好的主导经营。随着车险改革逐步迈向深水区，对中小险企的车险经
营精细化、专业化要求更高，中小险企应加快调整车险结构，分区域、机构、车
型、渠道进行管控，保证边际效益；同时加强对市场、客户、风险进行分析，通过
自身系统风险管理后，确定销售什么产品，从而形成高质量业务。

四、构建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渠道
中小险企要想在车险市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面对
竞争，通过不断提升效率在竞争中站稳脚打开局面，从而实现自身市场价值；另一
种是创新商业模式，着力在细分市场重新确定自己的方位，通过差异化竞争赢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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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市场份额，从而确保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坦率讲，中小险企博弈车险市场，
要么提升效率，要么创新模式，别无其它途径可寻。
效率的提升，则必须用先进的技术作支撑，这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模式创
新，则必须从设计、定位、运营、盈利方式、风险控制等进行全盘考虑，形成体系
匹配。而无论是提升效率，还是创新模式，都必须构建自身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渠
道。中小险企要将车险改革继续深入视为一大机遇，要比大型险企更加主动灵活地
做好在改革深水区“游泳”的准备，明确自身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渠道，坚定不移将
核心能力不断增强，全力以赴将核心渠道不断拓展；并确定细分市场和差异化发展
方略，将细分市场做精做深，做强差异化竞争力。

五、聚力于创新驱动
中小险企在确定自身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渠道后，需要考虑未来整个产品的设计
创新，考虑应该侧重于设计创新哪些产品，需要明确创新产品的构成盈利模式、利
润来源、费用的精细化管控能力以及自身的价值；产品端完成后就会影响前端销售
及导向，对整个营销管理方法也会产生影响。
车险创新不能只停留在产品维度、保障范围，要借助核心技术和新的模式推进
服务意识、服务手段、服务价值的适应性变革，进行服务生态的突破，更好的支持
服务创新。要以服务创新打破现阶段同质化服务的桎梏，拉开与其他公司的差距，
使其他公司难以复制。服务创新要真正以客户为中心，解决客户关注的痛点问题，
给客户带来一定的利益和实惠，更大展现服务价值；尤其要根据客户的差异化求，
推动差异化、特色化服务，使服务与客户更贴切，满足和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中小险企必须在创新技术应用上不断发力，通过优化完善线上渠道、实现线下
业务的线上化及线上线下业务的深度融合，更好满足客户的远程或在线业务办理诉
求；通过构建场景服务，开拓场景保险等创新业务，不断引入新客户。要加速保险
科技落地，大力发挥数据和技术的重要作用，借助先进技术的输入实现弯道超车。

六、全面提升风险定价能力
此次车险综合改革有可能出现市场价格竞争加剧，综合成本率上升，部分险企
保费收入下滑，这将迫使保险公司全面提升风险定价能力。以往传统的 NCD、车
龄、年龄等因子不足以充分支撑风险细化和差异原因解择，车型定价，精细化无赔
款优待系数赋予保险公司自主定价权等的引入，较以往更能反映不同业务之间的风
险差距，而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的快速发展和公共数据开放程度的提升，为车
险自主定价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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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险诸风险因素中，从车和从人因素至关重要，从按车型定价应用看，需要
基于车辆的物理属性和易损零配件等信息进行建模，进行从车维度的风险高低预
测，这对于新上市的新车在从车风险评分上也能够给出准确的风险评价。此外，从
车风险评分除了现有车险定价中所用的从车风险元素，还可以在从车维度上对于从
车风险提供额外的细分能力，如提供纯电动车型的物理结构、新车成本、电池种
类、电机性能和 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数据等元素。
接从人定价应用看，人的因素具有更大影响（车由人来开），越多掌握从人因
素，越能精准预估风险，因而引入更多的从人因素(如基本身份信息类、投保信息
类、财务信息类、驾驶行为信息类和索赔信息类等)势所必然。中小险企必须建设
好以风险为导向的车险定价体系（这也是车险费率市场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应充
分考虑从人、从车、从渠道、从地等风险因素进行车险定价，尤其要从战略上考量
从人因素，在风险定价模型中将从人因子的权重高于其他因子，将基于个人信用记
录的从人评分作为风险评估的重要标准（从人评分能显著展示风险区分效果）。
当然从人信息不仅要保险公司在承保环节自己采集，有些需要借助外部力量，
要综合包括来自政府部门和各行业、车联网等的不同渠道数据，多渠道统一分析进
行评定。中小险企还要关注高风险与低风险群体的差距，根据不同风险群体做好精
准定价(可对赔付率相对系数较高的人群组别进行差异化折扣，甚至依据客户风险
系数选择性承保)，特别要注重反欺诈。
从人风险评分与从车风险评分结合应用，其综合风险评分区分效果相较单一维
度的评分会大幅提升，通过从人、从车维度分别深度剖析，找到关键风险影响因
素，再通过便捷的数据输送管道，快速嵌入险企业务流程中，能够对险企现有风险
维度进行有效补充。未来的车险市场，必然会进入由从车到从人的差异化定价阶段
（差异化定价需求将越来越大），根据风险区分进行更加精准的风险定价将是竞争
制胜的一个关键内容，险企的自主定价能力将成为其核心竞争力。

七、努力提升销售能力
从车险市场竞争力诸要素看(包括营运能力、产品能力、销售能力、两核能
力、服务能力等)，中小险企亟需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销售能力不足。中小险
企在销售上，既没有大型险企的资源优势，也没有 4S 店利用汽车销售的渠道优
势，所以必须下大功夫研究、突破、解決这一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还得在客户、产品、渠道、机构等方面清晰怎样运作，
清晰销售以什么样的客户为主、以什么样的产品为主、以什么样的渠道为主，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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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功能和定位不断演化蜕变下如何支撑线上业务的发展，而且如何控制销售成本，
只有这些都清清楚楚，才能确定对销售如何给力，才能提升渠道产能及人均产能，
达到更好获客的目的。
其次应在触达客户能力、客户经营能力、服务品质推荐能力等方面加大资源投
入和加速科技应用，以此提升销售能力；应加速营销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需要通过
历史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不断捕获现有存量客户的保险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需要
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开发客户资源，融合不同渠道获取更多的客户。在正确方向上的
大力投入，是形成相应能力的核心，有了强劲的销售能力，才能实现预定的销售目
标。

八、做好盈利业务
中小险企不仅要努力把车险做成盈利业务，比如要做到车险的年度满期赔付率
低、出险频度低、未决预估偏差正常，如此才能支撑良好的历年制赔付率，相应的
也才能支撑良好的最终反映在财务报表的综合成本率。还要清楚什么是公司的核心
盈利业务，核心盈利业务包括拥有大量忠诚客户、稳定的续保率和可观的盈利水
平，是公司的可控业务。没有自己的核心盈利业务，公司要盈利根本不可能。
同时要清楚公司业务构成的边际贡献占比，所有业务边际贡献总和大于固定成
本，经营才能盈利。也就是说要想进入承保盈利，业务收入必须覆盖固定成本。好
的业务，赔付率低、获取该业务的成本也低，所以业务运行的规则、流程、理赔原
则、标准动作等必须结合当地实际的差异，对赔付率和展业成本做好管控，并通过
更加细化的风险分组来降低赔付率。中小险企应提高非车险占比，通过结构平衡实
现承保盈利。

【一文读懂互联网保险监管新规】
零壹财经

2020/12/28

12 月 14 日，银保监会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办法》共 5 章 83 条，旨在规范互联
网保险业务，防范经营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和
社会民生水平。
本次《办法》开篇先定义了互联网保险业务，《办法》指出，互联网保险业
务是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经营活动。条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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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含相互保险组织和互联网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
机构。
对于经营原则，《办法》要求互联网保险业务必须在规定范围内从事保险业
务活动，并且银保监会可根据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阶段、不同保险产品的服务保
障需要，规定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销售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的险种范围和相关条
件，《办法》章节要点如下所述。

一、保险机构应该怎样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办法》规定，互联网保险业务是指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订立保险合同、提
供保险服务的保险经营活动。
此外，《办法》在第一章第四条以及第五条表明，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
务，应由总公司集中运营、统一管理，建立统一集中的业务平台、业务流程和管
理制度。保险机构应科学评估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合理确定适合
互联网经营的保险产品及其销售范围，不能有效管控风险、保障售后服务质量
的，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销售或保险经纪活动。
保险机构应持续提高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防控水平，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
预机制，保证自营网络平台运营的独立性，在财务、业务、信息系统、客户信息
保护等方面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实现有效隔
离。
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和自助终端设备销售保险产品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消
费者能够通过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的销售页面独立了解产品信息，并能够自主
完成投保行为的，适用本办法。
投保人通过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的保险产品投保链接自行完成投保
的，应同时满足本办法及所属渠道相关监管规定。涉及线上线下融合开展保险销
售或保险经纪业务的，其线上和线下经营活动分别适用线上和线下监管规则；无
法分开适用监管规则的，同时适用线上和线下监管规则，规则不一致的，坚持合
规经营和有利于消费者的原则。

二、保险中介机构应该满足什么要求？
本次《办法》明确规定，保险中介机构包括保险代理人(不含个人保险代理
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保险中介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或接受保险公司
委托，开展互联网保险相关业务活动的，应参照本办法关于保险公司的业务规则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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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非保险机构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规定非保险机构不得开展互联
网保险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商业行为：提供保险产品咨询服务；比较保险产
品、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为投保人设计投保方案；代办投保手续；代收保费。
《办法》在保险业务范围方面也做出了如下要求：保险中介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
业务，经营险种不得突破承保公司的险种范围和经营区域，业务范围不得超出合
作或委托协议约定的范围；保险中介机构及其自营网络平台在使用简称时应清晰
标识所属行业细分类别，不得使用“XX 保险”或“XX 保险平台”等容易混淆行业
类别的字样或宣传用语
三、自营网络平台代营保险产品需要满足什么要求？
《办法》首先明确了自营网络平台的定义：自营网络平台是指保险机构为经
营互联网保险业务，依法设立的独立运营、享有完整数据权限的网络平台。保险
机构分支机构以及与保险机构具有股权、人员等关联关系的非保险机构设立的网
络平台，不属于自营网络平台。
此外，《办法》还规定自营网络平台必须保持独立性：保险机构应持续提高
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防控水平，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保证自营网
络平台运营的独立性，在财务、业务、信息系统、客户信息保护等方面与公司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实现有效隔离。
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办法》对自营网络平台的服务接入地做了明确的规
定：自营网络平台是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APP）的，应依法向互联网行业管理部
门履行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取得备案编号。
自营网络平台不是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APP）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资质要求；对于具有保险销售或投保功能的自营网络平
台，以及支持该自营网络平台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相关自营网
络平台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应不低于三级；对于不具有保险销售和投保功
能的自营网络平台，以及支持该自营网络平台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
统，相关自营网络平台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应不低于二级。
四、信息披露管理
为了强化保险业务信息的披露管理，做到保险信息更加透明化，本次《办
法》对信息披露做了明确的规定：保险机构应在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相关网络
平台的显著位置，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列明保险产品及服务等信息，这些信息包括
保险产品的承保公司、销售主体及承保公司设有分公司的地点以及保险合同订立
的形式、保险费的支付方式和投保、承保、理赔、保全、退保的办理流程及保险
赔款、退保金、保险金的支付方式。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将自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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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互联网保险产品、合作销售渠道等信息以及相关变更情况报送至互联网
保险监管相关信息系统。
此外，《办法》规定，保险机构应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互联网保险监管相关
信息系统报送上一年度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情况报告，并按照银保监会相关规定
定期报送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数据和监管报表。
五、机构应该满足怎样的监管要求？
《办法》在第四章明确规定了保险机构需要满足的监管要求，并明确银保监
会统筹负责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制度制定，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按照关于保险
机构的监管分工实施互联网保险业务日常监测与监管。
在银保监会的监督下，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将自营网络平台、互联
网保险产品、合作销售渠道等信息以及相关变更情况报送至互联网保险监管相关
信息系统。
六、总结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办法》的焦点不仅仅在持牌的保险机构，另一个聚
焦点在中介机构。《办法》对保险中介机构做了明确的规定，并指出保险中介机
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经营险种不得突破承保公司的险种范围和区域限制，
业务范围不得超出合作或委托协议约定的范围。
此外，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将互联网保险业务转委托给其他保险中介机构开展
的，应征得委托人同意，并充分向消费者进行披露。受托保险中介机构应符合本
办法规定的条件。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接受消费者委托，为消费者提供互联
网保险相关服务的，应签订委托合同，明确约定权利义务和服务项目，履行受托
职责，提升受托服务意识和专业服务能力。
这些规定将有效清除无牌照保险销售机构，并逐渐建立起保险市场的坚实防
线。互联网保险平台如果要做到规范透明，就需要保险公司和消费者的良性互
动，保险服务与互联网功能完美连接，在此基础上加强市场的监管力度，这样才
能使互联网保险产业长久健康地发展下去，才能惠及民生。

从本次《办法》来

看，保险监管主要还是对实体企业进行监管，对于其他方式的网络营销方式，监
管力度是非常有限的。
保险和互联网正在加速颠覆传统保险业的速度，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风口。
随着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科技创新等因素，互联网保险将会呈现一个新的态
势。目前我国互联网保险还在初期阶段，规模较小，但是发展速度快、成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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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有效的监管政策将会使互联网保险实现真正的惠及民生，让保险变得更加
亲民。

【中资险企竞争力普遍优于外资】
中国经营网 2020/11/28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保险数据文献中心主任寇业富，详细解读了其
撰写的《2020 年中国保险公司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报告研究显示，除风险管
理能力外资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盈利能力、资本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和发展潜
力，中资保险公司均普遍高于外资保险公司。
在寇业富看来，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保险市场还将呈现较为突出的
产品同质、分红险或者车险独大、承保赢利不强三大特点。
专业健康险企有待破局
即将到来的 2021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二十个年头。作
为最早对外开放的金融行业，中国保险业已从“入世”之初的备受争议、挑战，
发展到保费收入居世界第二位。
初入 WTO 时，中国保险业比较弱小，保险机构仅有三四十家。“那时情况
是，狼来了，狮子与羚羊共舞，无论从资本、管理、技术还是经验，中国的保险
公司无法同外资保险公司进行同台竞争。”寇业富回忆称。
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中国保险企业竞争力向上攀升。
寇业富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数据文献中心撰写的《2020 年中
国保险公司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显示，在“2020 中国人身保险公司的价值成长
性分析”中研究表明，除风险管理能力外资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其余盈利能
力、资本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中资保险公司均普遍高于外资保险公
司。
“从盈利能力来讲，中资保险公司普遍高于外资保险公司，但中资保险公司
盈利能力的波动性比较强，有可能两年保持盈利，也有可能第三第四年转为亏
损。”寇业富进一步指出。
报告除载明中资险企与外资险企竞争力指标表现差别外，公司规模不同其指
标表现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大公司在盈利能力、经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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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优势比较明显；中小型公司或者成立比较晚的保险公司的资本管理能力和发
展潜力方面优势比较明显。
寇业富指出，人身保险公司、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竞争力有待发展。它们的
承保利润、营业收入都处于人身险公司的较低水平，这反映了专业健康保险公司
在与人身险公司等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险企竞争力需规模、效益、价值统一
谈及保险企业评价体系演变，寇业富表示，初期对于保险公司的评价比较简
单，经过了从规模、数量到发展质量，到价值成长到服务社会。起初主要通过保
费收入、资产规模和净利润去评价一家保险公司，之后，逐渐开始考量公司的赔
付率、费用率以及管理服务水平。
随着保险经营主体和保费收入的增加，保险需求多元化和多样化、差异化的
出现，评价险企这一工作需要长期跟踪总结发展规律。寇业富所在的中国精算研
究院数据文献中心通过模型方法，根据保险公司负债经营的特征以及当前中国保
监会的监管重点，开始构建险企指标体系，在这个指标体系中一共构建了五个一
级指标，分别是盈利能力、资本管理能力、经营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发展潜
力。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又构建了数量不等的二级指标，对比五个一级指标的参考
价值，寇业富指出，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层需要关注风险管理能力，公司股东更
青睐于资本管理能力，国有保险公司关注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公司的资本管
理与风险管理两者如何衔接匹配，是公司的经营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谈及保险公司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寇业富阐释称，保险公司竞争力是保险公
司根据行业和自身特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综合运用其各种人力、物力、财力
等各种资源，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来的更强的生存能力、创新能力和持
续发展能力的总和，是公司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竞争力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强调的是保险行业内竞争者之间的比较。
在寇业富看来，保险公司要想提高竞争力，必须实现规模、效益、价值的统
一，确保分支机构数达到 20 家～25 家左右，原保费收入规模财险达到 50 亿元、
人身险达到 100 亿元以上。
提高险企竞争力任重道远
对于中国保险公司竞争力的发展趋势预测，寇业富认为，中国保险市场在未
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呈现较为突出的产品同质、分红险或者车险独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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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赢利不强的三大特点，因此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国保险公司应该加强企业的风险管理。
现阶段，从国家层面，保险已经上升到“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国家安全
网”之定位，新时期下，保险被赋予的内涵出现改变。在寇业富看来，新保险并
非简单的“互联网保险”“金融科技赋能的保险”，而是“基于‘新科技+新经济
+新社会+新监管’的保险”。
关于上述几个“新”的理解，寇业富指出，“新科技”主要表现在，现代技
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由“实”入“虚”，不仅仅是人的手、脑、体力、脑
力的延伸，未来将逐渐代替人，这导致人们生活一步步地走向虚拟化，人类并将
面临巨大的自我质疑与认知混乱， 保险、金融、科技相互融合，无缝接入人类生
活的方方面面。
“新经济”是指中国 GDP 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期间信息技术革命带
来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分工体系的变化。
“新社会”主要是指，社会阶层收入差异化比较明显，具有保险消费能力与
保险消费意识的人群不能完全对接，超前消费、房贷、消费贷侵蚀了部分人群的
保险消费能力；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不再是某一个产品或服务的革新，而是整个
系统的创新，将对社会、经济、金融，包括个人带来巨大的影响。
“新监管”表现为， 监管从严、监管下沉，出现基于“新经济”“新科
技”“新社会”下的穿透式监管。

【大数据对保险行业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上海保险

2020 年 09 期

随着新时代经济的发展，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大数据在引领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强引擎作用更加显著，大数据重新塑造了大部分企业的结构和形
态，是带动国家竞争力整体跃迁和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加速大数据的发展，
也已经作为新时代的诉求而出现，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要鼓励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大数据理论、方法、技术与应用投入
到企业中去，来谋求更加优良的效果，对于大数据领域的建设和企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一次完美的融合或许会催生出“1+1>2”的效应。就目前而言，生活结
构和居民消费升级促进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以保险行业为例，保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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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主要行业之一，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和发展，保险行业也要赶上这一趟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崛起”的列车，保险行业和大数据将是一次成功的融合。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保险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保险业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保险业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依托大数据能更好地完善我国保险业
立体化体系的建立。我国保险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结构分布不均匀；第二，保险产品种类覆盖不够全面；第三，专业人
才队伍水平不够高；第四，保险市场监管体系以及相关保险法律不够完善。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保险模式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势在必行。我国人口基数大，且老
龄化日趋严重，同时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提高。基于我国国情，我国保险业的发
展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大多数保险公司也嗅到了契机。
（二）保险行业线上销售模式的特点
以往的传统保险销售渠道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相比于传统保险销售模
式，保险行业线上销售模式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优势。网络营销渠道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工作效率高、人群覆盖面广、传递时效快、营销范围精准等。与此
同时，互联网消费具有碎片化、规模化、高频化、金额小等特点。比如线上营销
的蚂蚁保险，其服务中的一款产品“1 元起投，全民保终身养老金”，通过互联网
能覆盖全民投保，同时在短时间内完成规模化的交易，这在传统保险销售渠道是
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小金额的类似“1 元保单”的保险产品更是无法做到。因
此，保险营销唯有依托大数据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化交易。
（三）大数据与保险行业的关联
保险的原理和经营特点与大数据高度吻合，可以说是天造地设、量身定制。
大数据在保险业大有可为，而且可能是与之融合得最好的行业之一。
1. 大数据法则构成了保险经营的基本数理要求通过大数据，保险公司可以轻而易
举地抓取、筛 .和分析出精算、营 .、投保、服务、理赔等各个环节的统计数
据，自主地找出风险同质的潜在标的，更加科学地设定各种费率调节因子，通过
费率杠杆更好地引导投保、改善经营；可以通过对客户留下的各类信息和数据的
精准分析，向客户主动提示以前年度风险保障不足的地方，对比筛选出最适合的
保险产品和服务类型，并向其精准推送；还可以根据以前年度客户自身或所在行
业的整体风险情况研究规律和趋势，主动提供防灾防损意见和建议。
2. 诚信是保险经营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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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单单凭借客户主观上的道德与诚信是不足以控制风险
的，需要从客观机制上特别是由信息数据来提供更为强大的支撑。在大数据时
代，个人或组织及其一切行为都可以被数字化或标准化。当这些个人或组织具备
了被筛选分析和逻辑推理基础，就可以对其进行信用评分乃至评级。如果在合法
的基础上保险公司能够了解和掌握客户的交易习惯，对其交易行为进行挖掘和分
析，可以推理出其诚信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判断客户信用情况可以不再仅仅依
靠其主观表达，而是增加客观统计数据信息，用代表行为模式的数据和概率来提
高研判客户信用情况的准确度，大大提升防范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水平。与此同
时，线上世界的诚信度存在明显高于线下世界的趋势。因为在线上，需求方无时
不在搜寻、比较和交流，所以供给方在精准营销、引导交易、提供服务、传递口
碑时，可以做到速度最快、成本最低、影响最大。但这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你
可能需要积累 100 次甚至 1000 次诚信服务才能获得一个好的信用和名声，但只
要失信一次，客户就会通过社交网络和熟人圈子用难以置信的速度传播你的“恶
名”，将你的名声毁了。这种倒逼机制时刻警示你：除非你不是来做生意而是来
烧钱的，否则一个正常的、理智的人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信誉和品牌做砸。这
可能就是为什么当今电子商务的整体诚信度相对较高，进而倒逼线下服务商也努
力保持良好信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大数据在保险行业的应用
1. 精确定价保险服务可持续的基本条件是能够精确定价。而精确定价的基础是具
备大量面临同质风险的标的。有了大数据，保险公司就可以开展准确的筛选、归
类、计算和分析，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为面临各种不同风险的标的提供准确的
保险产品，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动持续地开展相应的定价调整，甚至可以依据过
去的统计分析开展精确的防灾防损工作，在降低自身承担风险的同时为客户提供
增值服务。
2. 精准营销有了大数据，可以从两个层面实施精准营销。一是对现有和潜在的保
险消费者的行为和需求进行深入研究、精确分析，预测出消费者的真实或可能需
求，精准推送保险产品与服务信息，提高交易成功和客户留存的概率。二是可以
实现“脱媒”，把以大数据为基础在互联网上开展精准营销上升为保险营销的主
渠道，而把现时普遍采用的各类中介营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成为主渠道
的一个补充。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保单获得成本，弱化中介营销机构对保险公司
的渠道垄断、消费者屏蔽、服务不到位等影响，减少供需之间的环节，显著提高
供需双方的信息对称性，为保险业提升服务质量、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利益创造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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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细管理有了大数据，保险公司无论是对内部的管理，还是对外部客户和外包
服务的管理，每一次决策的制定，每一项工作的部署，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
以做到数字化、实时化、科学化，从而实现精细化管理。而且，由于数据处理系
统具有计算、分析和提醒功能，其效率要比人工处理高很多，而成本却会低很
多，这将为公司不断降低营运成本、集中资源服务客户创造积极的条件。
4. 精致服务保险公司可以在精确定价、精准营销、精细管理的基础上，把宝贵而
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尽可能集中到把握外部发展趋势、整合内部经营效率、组织完
善服务体系上来，随时向客户提供精致周到、无微不至的各类服务，实现把客户
紧紧围住、牢牢黏住的目标。同时，努力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积极通过客
户的社交网络和熟人圈子传递公司的品牌和口碑，尽最大可能提高美誉度，把品
牌做大做强。
大数据给保险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一）大数据可以实现产品创新
一方面，大数据可以提升保险公司在传统领域的风险控制能力，优化传统产
品；另一方面，可以将以前无法管理或者无法有效管理的风险纳入保险公司风险
保障范畴，推动产品创新。例如，华泰推出的退货运费险、众安推出的众乐宝和
网络保证金保险等都是基于淘宝大数据研发定制的。有了大数据，保险公司就可
以开展准确的筛选、归类、计算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判断保险消费
者的需求、风险和可能产生的损失，进而为保险消费者开发出合适的保险产品；
甚至可以依据过去的统计分析开展精确的防灾防损工作，在降低自身承担风险的
同时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二）大数据可以提升精算质量
保险行业是最早建立科学、完善的数据统计体系，并且以数据统计运算为立
业根本的行业。大数据时代，尤其是物联网的发展，赋予保险公司更强大的数据
收集、分析和处理能力，通过分析更多的样本数据，甚至是全样本数据，对海量
数据进行提炼、总结和判断，从而实现准确预测和精准定价。例如，人身险承保
最重要的是需要对投保人的身体状 .作出判断，传统做法是对投保人进行某些特
定项目的体检，一方面对投保人造成诸多不便，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成本高昂且很
可能存在遗漏。而基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身体数据特征，则可以通过互联网
以低成本的方式收集到投保人足够多的身体信息，并据此精确定价。未来，保险
精算必定是大数据的精算，大数据必将改变统计分析和保险精算的理论基础。
（三）大数据可以加强保险反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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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欺诈是保险公司普遍面临的难题。目前，保险欺诈案件呈现出团伙化、
专业化、流程化等特点，整个保险欺诈案件的所有手续造假都非常缜密，受人力
物力、业务模式和 IT 系统架构所限，保险公司通常是在理赔流程即将结束时才发
现存在欺诈的可能性，一些保险公司甚至是在赔款支付后，通过对已赔案件的稽
查才能发现保险欺诈。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技术和创新应用可以为保险反欺诈开创
新局面。保险公司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开发保险反欺诈分析模型，对大量理
赔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从而发现异常数据、锁定关键证据，提高保险反欺诈的
质量和工作效率。
（四）大数据为保险业提供宣传与销售平台
传统的保险产品往往是通过电视、广告或者平面媒体等进行传播，且主要依
靠业务员的销售量来获得相应的利润收入。这种宣传模式受信息传播的速度制
约，针对性较弱，且销售成本比较高，销售误导常常伴随其中。与传统的销售模
式相比，大数据时代的保险产品销售更多地是通过网络宣传。此方式的优点在
于：首先，网络信息传播迅速，信息的传播量庞大，我国网民人数众多，通过网
络平台进行保险产品的销售，可以让客户自由选择和搜索需要的险种及相关产
品，减少了某些销售误导现象的发生。其次，互联网客户群体非常庞大，网络销
售保险产品的前景非常可观。再次，可以通过网络来改善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的
关系，让客户得到更好的体验。例如美国好事达保险通过 Facebook 主页与互联网
用户进行在线互动与沟通，这种沟通方式间接地吸引到了更多潜在的客户群体，
也是其保险产品销售的一个策略所在。最后，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保险产品的销
售，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力成本及广告投放费用。再如，美国家庭人寿保险让互
联网用户参与到“挑战”中，并以游戏的方式带动用户的参与性，通过这种互动
提升该公司保险产品的品牌知名度。

大数据给保险行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法律保障尚不健全
在大数据应用于保险业的过程中，数据安全的保证、数据信息平台的构建以
及保险产品定价的创新等环节均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与监管，而我国目前在这一
方面尚存在较大的法律空白，大数据保险仍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此外，在大数
据技术的带动下，互联网保险发展迅猛，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可以根据移动端海量
实时的数据迅速推陈出新，开发个性化产品。但是，法律立定往往需要经过漫长
而复杂的过程，很难做到及时更新、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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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征信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目前在征信体系的建设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现有的征信体系尚
未实现全面覆盖，不对个人与中小企业开放。此外，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征信
体系之间也存在行业壁垒。行业征信体系的不完善对大数据在保险行业中发挥主
导作用形成了较为苛刻的限制条件。保险业有必要积极与银行、电商等机构建立
联系，争取做到征信体系的共建共享。
（三）数据连接与统一的保险数据共享平台建立阻碍重重
大数据在保险业的应用过程中最基础的环节便是海量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然
而，将企业内部各个系统获取的数据进行连接仍面临技术上的挑战，例如，客户
移动端行为信息与保单信息、业务信息之间尚不能实现完全对接。因此，单个企
业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应用是远远不够的，统一的保险数据共享
平台的建立势在必行。这便涉及到保险行业内部各企业以及整个行业与外部生态
系统的数据连接问题。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往往拥有时空跨度大
且较为完备的数据信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他们很可能并不愿意将公司
内部数据与中小企业共享。另外，行业外的部门对将自有数据向保险行业开放也
戒心重重，例如养老部门、交通部门、医疗部门等。这其中既有对信息安全的担
忧，也有受到市场竞争的驱使。利益驱动造成数据垄断与信息割裂，这是构建保
险业统一数据共享平台的最大障碍。
（四）大数据分析人才储备不足
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效的信息，需要大数据分析人才与数据处理工具的紧密
配合。大数据技术发展势如破竹，而技术人才培养周期较长，目前，尚未建立完
善的数据分析型人才培养体系。在将大数据应用于保险业的过程中，精通数理统
计、保险精算、计算机应用技术，能够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的人才必不可少，而目
前我国此类综合型人才储备的不足严重制约着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信息安全缺乏保障
一直以来，数据共享与信息安全之间难以达到理想的匹配程度。数据的连接
与共享是大数据应用的基础，而信息安全的保证则是数据共享的前提条件，信息
在共享系统内的自由流通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信息安全的保障需要各方的进一
步配合，监管机构完善治理规则，行业各机构改进数据安全技术、完善安全预警
机制，同时，重视对客户的信息安全意识的教育服务。
大数据背景下加快保险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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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商业模式改革
大数据在保险业引发的变革是全面而深刻的，覆盖行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海
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仅仅只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基础，保险企业应当将挖掘到的
数据信息渗入到保险服务全产业链，推动保险商业模式的全面改革。保险公司应
当充分发挥在数据挖掘中的主体作用，借助于保险信息平台，整合保险行业与上
下游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精算分析与建模，基于移动互联端的时间序列动态数
据评估客户风险，改进原有的定价模型，强调差异化与精准化定价，为客户提供
专属保单，提供满足大数据时代客户需求的保险产品。
（二）加强与上下游产业的合作
在新的行业背景下，保险产品涉及的领域势必更为广泛。“新国十条”指
出，未来保险业将会在养老、医疗、巨灾、三农、责任保险等领域进行深入的探
索。保险公司若想在新的领域内有所作为，仅凭自身的经验数据与技术基础是远
远不够的，因此，积极开展与上下游产业的战略合作便显得极为重要。例如，在
开发利用互联网实时数据时，加强与电商、移动互联领域内企业的协作广度与深
度；在筹备养老保险的过程中，可以与养老机构、社区、医院等第三方开展合
作；在构建信用评级体系时，可以尝试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共享数据信息。
（三）创新监管机制，推进行业自律
随着大数据时代数据及信息的泛滥，保险行业的监管机构也应当加强信息安
全机制的保护，并建立监管大数据的相关标准。同时，监管机构对于保险公司在
售的产品及提供的服务等可以给予相应的支持，鼓励保险行业在大数据时代进一
步发展，努力做好监管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责，加强信息安全的预防举措，逐步减
少监管中可能出现的真空地带。既要管理好新型的保险业发展模式，同时也不能
管得过死。现阶段，保险行业的监管部门理应抓紧时机，洞察该行业的发展态
势，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出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明确保险公司
及消费者各自享有的权利义务的法规，其中包括具体的实施细则及相关的救济渠
道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二是要积极开展监督工作，推动并实施保险行业内部的网
络在线类保险服务规范的标准化工作，将制度建设落到实处，并联合第三方机构
及客户对大数据时代下的保险业经营进行外部监督，定期开展行业内部的评估、
互评等工作。监管部门应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优化自身的监管工作，对保险行
业更加负责。
（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对保险行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保
险业对于精算人员与销售人员的依赖性较高，而大数据时代下的保险业对具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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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能力和技术的人才需求迅速膨胀。能否保证人才的充分供给对于行业能
否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自上而下的人才培
养机制，对内部已有人才开展培训。其次，保险公司可以积极与人才培养机构以
及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大数据时代下的保险业期待的人才是具备综合知识与
能力的全才。例如，保险精算人员不仅要有精算建模能力，更要具备数理分析技
能、大数据处理能力、互联网相关的知识。建立机制完善的人才储备库是一项意
义深远的浩大工程，保险公司可以借助培训机构及高校搭建的人才培养平台，提
前进行人才规划与部署。
（五）积极应用区块链技术，助力国际保险业务
区块链在保险行业的未来趋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挖掘新市场、降低成
本、增加效益。在挖掘新市场方面，区块链技术可发挥重要作用，保险公司只需
为参保人提供平台、数据等服务。通过区块链技术，任何场景都可设计保险产
品，保险将变得更加场景化，未来保险将以点对点服务为主，保险公司主要为参
保人提供平台、数据等服务业务。在降低成本方面，借助联盟区块链、物联网等
技术，开展有限时空承保，精准定价，有助于保险公司降低调查成本，减少潜在
风险。对于保单管理，通过可追溯等特性，降低反复多次核查成本。在理赔方
面，理赔数据互联互通，通过智能合约降低数据核对和核保的工作成本，进一步
提质增效。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可简化分销协商流程。
1. 通过智能合约实现自动理赔
建设国际保险中心所面临的保险业务将远远超过国内面临的数量，运用区块
链技术，从保险事故发生到赔款支付到账，所有信息和数据都将通过智能合约自
动生成，而不再需要查勘、定损、公估等环节。例如，航运中发生保险事故，出
险信息可以自助采集上传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接到指令自动支付赔款，在节省
人力成本的同时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大大提升业务处理效率。除此之外，在保险
交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需求不同，交易模
式多种多样，所满足的交易条件也千差万别。智能合约则大大降低了传统合约修
改的法律和时间成本，其可编程化能够随意给交易合同添加限制条件，满足了不
同的人对保险条款的不同需求。此外，区块链的分布性使得系统可以根据智能合
约实际执行情况不断地实现自动重置和修正，保证模型实时客观地反应实际风险
情况，合理调整赔付资金池，确保风险的可控性。
2. 通过信息共享实现客户身份安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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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保险业经常发生员工或代理人冒名顶替客户领取退保金或生存金的问
题，其根源在于保险机构对于客户身份识别的管控不到位。如果赋予客户一个区
块链身份，客户身份信息不再由公民身份证确定，而是需要参与各方进行验证，
将很大程度上消除行业此类司法案件风险。
3. 通过数据存证建立行业黑名单
由于保险业从业门槛较低，保险代理人中存在大量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同
时客户中存在许多违法违规案件的被执行人。但是，由于行业缺乏黑名单信息的
共享平台，对从业人员和客户身份的识别无法形成有效反馈。通过区块链数据存
证技术建立行业黑名单，将其记录在公共链上，易于查询且不可篡改，设立公开
透明的黑名单数据库，将对打击保险欺诈行为起到较好效果。
4. 通过可追溯技术完善相互保险机制
制约相互保险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参与者无法掌握每笔资金的流向，区块链
具备的信息可追溯技术能够保证参与者清楚掌握每笔资金的开支和去向，从而使
参与者充分信任相互保险组织。在充分信任的环境下，相互保险组织将会得到长
远发展。
5. 通过标的信息上链打击虚假理赔
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常常在保险合同订立后失去对保险标的真实情况的
掌握，例如，在货物运保险、保证保险等险种的承保中，保险人容易因缺少对保
险标的的管控而导致大额赔付。通过区块链技术使标的资产上链，实现保险标的
资产的全流程追踪管理，从而保障真实的合同利益，防范重复投保、标的失控和
虚假理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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