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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助力国家精准扶贫 贡献保险央企力量】
大公报

2021/03/29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以下简称「中国太平」)作为总部在香港的唯一一家金融央
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国家所需、
太平所向」，把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积极
发挥保险助推扶贫作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扶贫点
甘肃两当、安徽裕安顺利提前脱贫摘帽。
中国太平扶贫投入逐年大幅度提升，2020 年直接帮扶资金达到 1000 万元(人
民币，下同)，保险扶贫补助资金 300 余万元，消费扶贫总额超过 1000 万元。同
时，注重扶智扶志，为两地培训基层干部 500 多人次、技术人才 1000 多人次。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给脱贫攻坚带来严峻挑战，集团领导及时
赴两地调研考察，与当地政府沟通联系，详细了解疫情灾情，主动提供援助，全体
挂职干部积极投入防控、抗洪工作，全力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因疫因灾致贫返贫。
创新助力产业帮扶 因地制宜稳定脱贫
甘肃两当、安徽裕安是中国太平的定点扶贫地区，中国太平经过多方面调研考
察后，根据两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创新创业形式，精准帮扶。
两当县地处陕甘川交界的秦岭山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长期的脱
贫帮扶实践中，中国太平通过帮助两当县发展花椒园、中药材园、食用菌园、玫瑰
园、中华蜂产业园等「五园」建设，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彻底拔掉「穷根
子」。2018 年 9 月，两当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成为甘肃首批、陇南首个成功
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截至 2020 年 9 月，中国太平在安徽裕安县投入了 530 余万元持续资助当地太
平永裕稻虾共作基地建设、油茶三年生大苗造林和低产林改造项目。2020 年，中
国太平更开展油茶林抚育和补植共 2300 亩，项目带动 233 户贫困户增收，帮助 47
户 157 名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并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5 万元以上。预计五年后，
户均增收可达 3000 元以上，产业进入稳定回馈期后，将为 450 余户贫困户千余名
贫困群众带来长期稳定收入。
中国太平扶贫投入逐年大幅度提升，2020 年直接帮扶资金达到 1000 万元(人
民币，下同)，保险扶贫补助资金 300 余万元，消费扶贫总额超过 1000 万元。同
时，注重扶智扶志，为两地培训基层干部 500 多人次、技术人才 1000 多人次。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给脱贫攻坚带来严峻挑战，集团领导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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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两地调研考察，与当地政府沟通联系，详细了解疫情灾情，主动提供援助，全体
挂职干部积极投入防控、抗洪工作，全力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因疫因灾致贫返贫。
基建扶贫改善民生 捐资助学发展教育
中国太平每年从预算中拨付专门资金，帮助两当县、裕安区等地建设新村、筑
桥修路等基建基础设施， 改善当地生活条件。在两当县，2013 年中国太平为金洞
乡援建了一座便民「太平桥」，彻底改变了全村 7 个组 204 户 800 多人的「出行
难」问题；2016 年为杨家乡石马村 71 户村民进行厕所、灶台、卫生间改造建设，
为 74 户农户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改善其生活及卫生条件。在裕安区，中国天平于
2013 年为康家埠村建设了一座拦水坝，解决了裕安区 6 个村民组 1100 亩基本农田
农业灌溉用水问题、60 多户村民的就业问题，受益人口近 2600 人；2015 年又在该
区投入 80 万扶贫资金建设了石板冲河小堰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该项工程可灌溉
当地 1.6 万亩面积的农田，保护了 2 个乡镇的 1.5 万人口免受洪灾威胁。
中国太平也将教育扶贫视为脱贫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帮扶过程中，
中国太平将产业扶贫与培训和就业帮扶结合起来，通过聘请专家到产业园区现场技
术指导、集中授课等方式，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贫困人口开展科学种植与管
护等专业技能培训，带动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此外，中国太平还利用各类培训
资源，为定点扶贫地区各级党政干部、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举办短期高质量培训
班；相关子公司和定点扶贫地区所在地分支机构也发挥地域优势和专业优势，有针
对性地开展培训和就业帮扶。
大病治身，教育修心。中国太平十分关注青少年的教育扶贫，多方筹措资金，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在甘肃省两当县，中国太平赞助双联爱心教育基金项目，捐助
当地贫困家庭的高中生提供免费教育，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中国太平还与中国扶贫
基金会合作，拨付专项资金，向两当县和裕安区的贫困学生捐赠「爱心包裹」，解
决困难中小学生上学难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太平建立「官网扶贫助学系统」，通
过公司内网、宣传海报、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贫困地区情况及扶贫工作开展情
况，动员全球各地集团员工参与「一对一」扶贫助学活动。
消费扶贫增加创收 保险加持保障民生
如何打开市场销路是很多贫困地区发展致富产业后需要解决的难题。中国太平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消费扶贫，让产业扶贫结出的「好果子」变成贫困群
众口袋里实实在在的「金豆子」。中国太平还利用上述电商平台帮助企业收集掌握
销售数据，及时向当地政府反馈有关信息，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参考数据，降低因
信息不对称导致产品滞销、企业亏损、农户返贫的风险，进一步推动当地产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被帮扶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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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面临滞销压力，中国太平通过直播带货方式，把被帮扶贫困地区的特色产品带
进了网络直播间，及时缓解了农户们的销售压力。
多年来，在推进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的同时，中国太平深入落实中央关于扶贫
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发展农险保险、大病保险、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等多项扶
贫举措，为贫困群众脱贫全面兜牢「保障网」，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
衔接。近年来，中国太平子公司太平财险通过实地调研，向农户推出农作物收入保
险，一旦因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害或者价格波动导致农户实际收入
低于预期，太平财险将按约定进行赔偿，从而有效提升经营结果的稳定性，保障农
户基本收入。从 2014 年起，子公司太平人寿亦陆续在广西的北海、玉林、防城港
三地开展大病保险服务，多年来为当地近 52 万贫困人口提供大病保障，帮助他们
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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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冠疫情时期全球特殊险保险市场形势分析】
中再产险

2021/04/09

过去的一年，全球特殊保险市场的焦点集中于“新冠保险损失”以及“硬市场
周期”这两个关键词。随着新冠疫苗的快速推广和感染病例的逐渐降低，全球经济
进入后新冠疫情时期，本文尝试对这一宏观背景下的全球特殊保险市场形势进行分
析和展望。
一.

新冠疫情推动全球特险市场转硬

国际特殊险保险市场长期保持比较明显的周期波动。当行业盈利良好时，资本
涌入带来承保能力增加、同业竞争加大，保险市场进入软周期。行业发生比较严重
的承保损失时，承保能力减少导致费率上涨，保险市场进入硬周期。伴随近年来资
本渠道日趋多元化、承保能力充足，保险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尽管出现飓风、山火
等巨灾赔案，自 2003 年起市场持续疲软，费率持续下行。这一软市场周期直至
2017 年北美加勒比飓风损失重创市场才得以终止，新冠疫情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保
险市场加速转硬。近十年市场价格指数走势情况如下图：

数据来源：How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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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险、责任险、航空险、事件取消险等多条线业务已经直接受到了新冠疫情
带来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大量赔案损失。同时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资本市场受
创，也带来投资收益的恶化。除此之外，对于疫情导致的营业中断是否作为保单承
保范围进行赔偿以及疫情可能产生的潜在长尾风险都是市场讨论的焦点所在。
劳合社预计新冠疫情将会为保险行业带来 1,070 亿美金的损失。根据其半年报
数据显示，劳合社超过 90 家的辛迪加支付了新冠疫情相关的赔案，再保后的净损
失达到了 24 亿英镑（约合 33 亿美金）。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损失，保险市场迅速做出了如下反应：
1. 补充资本，稳定偿付能力
为稳定自身资本实力并捕捉市场转硬所带来的机遇，上市保险公司如
Beazley, Hiscox 以及 Lancashire 等进行了新一轮的融资。其他一些非上市保险
机构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求新的资本补充。
2. 收紧承保条件，降低业务风险
伦敦市场协会（LMA）适应变化需求，发布了一系列针对于不同保单的新冠疫
情传染病除外条款。通过增加特别除外条款，调整保单实际承保范围，保障承保人
权益。
3. 缩减承保能力，退出高风险业务
受疫情直接以及可能存在的潜在长尾影响，承保人缩减甚至退出了某些保险业
务条线。例如，劳合社最大的辛迪加 AXAXL 就退出了管理责任保险和金融机构保险
等两部分业务以避免可能的潜在长尾风险。
4.完善风险认识，提高业务盈利能力
新冠疫情为市场带来了重大损失，导致赔付率飙升。承保人通过总结经验，进
一步优化风险认识，直接反应为业务定价的重新审视，也带来了全市场性的保费费
率上涨。
二. 劳合社市场的业绩表现情况
（一）市场总体表现
劳合社作为全球特殊险保险和再保险的中心，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各辛
迪加当年经营业绩普遍显著恶化，2020 年上半年的综合成本率高达 110.4%。劳合
社 2021 年的监管重点是“支持正确的发展方式，选择正确的业务，追求正确的定
价，从而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有盈利发展，创造令投资者满意的回报”。从历史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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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来看，劳合社辛迪加的绩效表现存在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尽管新冠疫情
相关的风险以及可能的潜在长尾风险仍是保险市场关注的焦点，但根据部分已经发
布的 2021 年新业务计划数据来看，对未来发展趋势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占市场大多
数。劳合社市场也看好未来发展态势，为拓展优质业务规模，在最新披露的 2021
获批的辛迪加业务计划中，全市场承保能力较去年整体提高 8.5%，达到 366 亿英
镑（约合 508 亿美元）。具体来看，劳合社对监管的 93 家辛迪加承保能力审批结
果中，69%的辛迪加承保能力将有所增长。2013 年至 2021 年劳合社批准辛迪加承
保能力走势如下：

数据来源：劳合社

2010 年至 2019 年盈利能力及波动性表现如图所示：

数据来源：劳合社、Insurance I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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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辛迪加 2020 业绩表现
从已公布的业绩来看，劳合社辛迪加在 2020 年均出现承保亏损，在营业中断
险、网络风险、信用险等一些劳合社传统优势业务领域尤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1. Beazley
Beazley 是一家已经具有 30 年历史的老牌保险公司。2020 年 Beazley 毛保费
收入 35.64 亿美元，同比提高 19%，主要来自特险、网络风险、财产险等条。综合
成本率 109%，同比提高 9%。
2. Hiscox
Hiscox 集团 2020 年毛保费收入保持较稳定的水平，各板块业务合计 40.3 亿
美金。其中零售板块保费收入达 23 亿美金，超过集团总收入的一半。伦敦市场收
入 10.2 亿美元，同比提高 3.2%。集团全年综合成本率为 114.5%，同比恶化
7.7%。由于中小企业业务占比较高，该公司是目前市场中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保险
公司之一，根据公司 2021 年 1 月最新赔案动态，Hiscox 证实公司承保的 34,000
个营业终断险保单中，已计提 4.75 亿美元准备金以应对新冠疫情相关赔案。
3. Brit
Brit 2020 年全年毛保费收入 24.24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提高 5.7%。综合成本
率 112.6%，同比恶化 16.8%。其中，疫情相关净损失率 15.9%，巨灾净损失率
7.8%。
4. AXA XL
继 2018 年被法国 AXA 收购，AXA XL 成为集团旗下专注于财产险和特险的业务
板块。2020 年 AXA XL 毛保费收入 185 亿欧元（约合 22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
全年综合成本率 111.2%，同比改善 10.7%。
（三）劳合社市场马太效应不断强化
从 2021 年劳合社审批各个辛迪加的承保能力结果不难看出，根据 2019 年承保
业绩优劣进行排序的四分位分布中，位于前两个梯队的辛迪加承保能力将分别提高
12.2%和 13.4%。相反，位于后两个梯队的辛迪加承保能力则分别下降 2%和 6.6%。
各四分位承保能力增长率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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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劳合社

2020 年 6 月，劳合社 CEO John Neal 宣布对所有辛迪加进行分类监管。业绩
良好的辛迪加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加快发展；表现不佳的辛迪加将被更加严格地
进行监管，不能发展甚至需要缩减业务规模。可以预见的是，在劳合社监管政策的
引导下，优秀的辛迪加将可以更好的发挥自身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地位，获得发展的
优势，而经营困难的辛迪加则有可能更难走出亏损的困境，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
马太效应在劳合社市场将更加明显。
三. 后疫情时代特险市场趋势分析
新冠疫情带来的相关损失影响严重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全球特殊保险业务条件
优化，为多年来缓慢抬头的市场转硬态势按下快进键。保险人纷纷积极响，力争抓
住业务机会、抢占市场份额。因而市场进入硬周期的趋势逐渐显现，这对传统保险
行业与近些年来积极参与再保市场的资本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市场周期进入
了新的阶段的同时也推动着新变化的产生。
（一）不确定性风险与业务机会并存
在后新冠疫情时期，新冠疫情带来的保险损失虽然已在 2020 年集中显现，但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关注的风险主要在与潜在的长尾风险，此外 2021 年
初，英国最高法院对营业终断险（BI）理赔标准做出终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需在
保险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对因疫情影响而造成的投保人营业中断损失进行理赔，在其
他国家也还存在类似的法律诉讼，新冠理赔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不确定性提高也带来新的业务机会。硬周期的到来，带来
了市场条件的不断优化。受多条线保费费率显著上涨的积极因素影响，市场盈利能
力显著改善，尤其在北美保险市场，财产险超赔、董责险等条线的保费费率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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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数的增长。在行业整体手续费率较去年小幅降低的情况下，费率带来的积极影
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新冠疫情带来的损失。除劳合社市场外，多数特殊险再保
险市场主体均认为，市场条件转硬态势明显，在把控风险和调整合适的承保策略的
前提下，利用保费上涨趋势，抓住业务增长机会，扩展业务规模。
（二）市场有望保持硬市场周期，带来特殊的发展窗口期
资本的流动驱动特殊险保险市场周期波动，受疫情相关赔案损失和外部经济下
行双重作用，资本主要参与的再保板块受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投资回报情况
并不乐观。惠誉评级（Fitch）最近指出，尽管目前保险市场对资本仍有较大需
求，但另类投资者开始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另类资本的总规模在经历了五年的连续
上涨后首次出现收缩，降低到了 2017 年的水平。2014 年至 2020 年中期再保市场
资本量供给情况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Willis Re

资本的暂时观望导致承保能力供给减少，新冠疫情带来的承保条件收缩，保险
价格走高的硬市场周期将延续一段时间。经营管理稳健、风险管理能力突出的优秀
市场主体可能进一步巩固其竞争优势。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受损严重、创伤显露。全球特殊险
乃至整个保险行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也受到了巨大冲击。然而机遇与挑战并
存，行业参与者只有提高对风险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对风险把控的同时才能乘
市场之机遇，开业务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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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市场主体有望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在后新冠疫情时代，保险硬市场周期与宏观经济企稳相叠加，优秀的市场主体
将有望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专长，在硬市
场环境下，获得更大的业务选择空间，进一步提高业务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借助监
管政策的支持，可以在追求效益的前提下加快规模扩张，进而实现固定成本的有效
摊薄和优化，赢得竞争的先机。
新冠疫情对全球特殊保险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也进一步推动了特殊险保险市
场周期逆转，这一巨灾事件将对行业的长远发展带来持久的深刻影响。审慎评估风
险，敏锐把握机遇，科学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将成为保险行业化危为机，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第一家盈利的保险科技公司！wefox 做对了什么？】
保观

2021/04/08

保险科技在给行业带来数字化转型和新业务、新模式的同时，也因其前期的巨
额投入而被打上了烧钱的标签。但在三月份，伴随着众安和德国保险科技公司
wefox 发布盈利的消息，保险科技给这个赛道的参与者又带来了一些希望，似乎也
证明了，保险科技不仅仅是烧钱的业务，同时也是能够盈利，并持续发展的业务。
那么同为保险科技领域的新玩家，为何 wefox 能在成立仅 6 年后，就实现盈
利？在其盈利的背后，有哪些独特的模式和战略？
频频斩获巨额融资，估值达 20 亿美元
wefox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成立于 2014 年，由两个业务部门组成：wefox 和
Wefox Insurance。wefox 是 AI 驱动的 B2B2C 业务，经纪人通过 wefox 的平台管理
终端用户。wefox Insurance 于 2018 年成立，前身为 ONE，是面向客户的业务，该
部门促成了 50 万张保单，拥有 35 万客户，提供家庭、汽车和责任险。
据 Insider Intelligent 报道，在 2019 年底完成两次、共计 2.35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之后，wefox 将在今年四月份完成一笔 2.5 亿美元的巨额融资，届时公司估
值也将达到 2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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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runchbase

据悉，该公司将利用这笔巨额融资开发更先进的数字工具，并在欧洲保险技术
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具体而言，wefox 最近计划于明年推出物
联网预警系统，提醒用户可能会影响保费并引致巨额索赔的危险，新融资也将用于
开发这一系统。此外，wefox 将测试新技术，使用 API 简化客户保险数据的共享流
程，以及使用区块链智能合约自动进行承保和理赔。
这些方向看上去和其他保险科技公司的策略差不多，在频频强调科技属性的同
时也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投资，包括物联网、API 以及区块链等保险科技行业比较
常见的技术，似乎并没有体现 wefox 的特别之处。然而，wefox 的赢利点也并不仅
仅在于技术。
2C 业务实现盈利，保费收入五倍增长
在获得巨额融资的同时，Wefox 近期发布的 2020 年财务数据也非常亮眼。数
据显示，2020 年，Wefox 营业额超 1 亿欧元，为超过 50 万用户提供服务。一直以
来，欧洲保险市场缺乏数字技术，而 wefox 凭借其科技方面的优势，迅速获得了保
险经纪公司、保险公司和客户的青睐，因此收入达到这个规模也在情理之中。
2C 业务方面，wefox Insurance（前身 ONE Insurance）产生的保费收入增加
了 500%，出售自有产品和第三方保险产品的总收入也超过了 1 亿欧元，并实现了
盈利。
具体来看，2020 年，wefox Insurance 促成了 50 万保单，较 2019 年 31 万的
有效保险合同数量增加了 61.3%。公司拥有 35 万客户，较 2019 年的 19 万增加了
84.2%。虽然保单数和客户数量都在增长，但是保单数量的增长略低于用户数量的
增长，这一点也反映了单个用户平均合同数量的下降。
在 2019 年的年报中，wefox Insurance 表示交叉销售比率超过 1.6，且有很多
客户购买了多张保单，但是反应在具体数字上，这一趋势仍然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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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费来看，2019 年的年度总保费为 660 万欧元，其中责任和家庭保费比例
大致为 1:2， 这一趋势与 2018 年两种险种保费的趋势截然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无论是单个险种，还是总数，2019 年的保费收入都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其
中家庭保费更是实现了几十倍增长。
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地方是，wefox Insurance 将家庭保险的赔付率从 2018
年的 134%降至 2019 年的 28%，扭亏为盈。这一转变与上述提到的技术投入有关，
即该公司利用物联网的技术检测家庭风险，致力于预防 30%可避免的风险。该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 Julian Teicke 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降低 wefox Insurance 赔付
率的一个秘诀是数据的使用，这一点也与该公司极力采用的物联网技术不谋而合。
wefox Insurance 未透露 2020 年的保费数据，但是结合保费增加 500%这一数
字，可大致得出 2020 年的年度总保费约为 3300 万欧元，其中新成立的车险业务占
总业务量的 49％，则约为 1420 万欧元，那么责任和家庭的保费总和就为 1680 万
欧元，与 2019 年相比增长了约 1000 万欧元，增长率为 155%，较前一年有所放
缓。保费比率和险种的费率有关，但结合当前欧洲以及德国车险市场上数字保险供
应商的不饱和情况，我们也大致能推算，下一年 wefox Insurance 的车险业务仍然
会占据比较大的一个比例，且可能会成为该公司盈利的一个支柱。
此外，wefox Insurance 2020 年的赔付率为 43%，纵观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数
据，也能发现它的大部分产品的赔付率都在市场平均水平以下（市场的损失率普遍
在 80％左右）。作为对比，美国 Lemonade 经过几年的努力，将赔付率从 161%降至
71%，这一数字仍是 wefox Insurance 的一倍多。
wefox

Insurance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其中一个举措是分析各种销售渠

道的赔付率，并专注于最有利可图的渠道。虽然是一家数字保险公司，但 wefox 没
有选择 DTC 的模式，而是选择了保险经纪人渠道，且只专注于这一个渠道。它的首
席执行官表示，保险是一个推销的业务，大多数的努力需要集中于提供咨询这一环
节，因此想要建立 DTC 模式比较困难。在提供咨询方面，wefox

Insurance 选择

了比较有经验和成熟的经纪人渠道，这一点也和该公司的 2B 业务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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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ox Insurance 的成本率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点。2020 年，该公司的成本率
降至 56%，而 2019 年的运营成本总计不到 540 万欧元，这一点进一步表明该公司
在实现完全数字化和自动化方面的努力，使用较少的人力，实现公司的正常运营。
同时，wefox Insurance 在产品设计方面的优势也帮助该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
取大量客户。它的一个核心产品是围绕用户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构建的产品。该公司
表示这一产品在推出的第一年得到迅速发展，迅速获得了 7 万名客户，每位用户的
获客成本低于 10 欧元。此外，wefox Insurance 推出的 GEOTriggering 解决方案
可提供满足用户各个阶段需要的短期保险，这一设计的灵活性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
消费者需求。这些产品的功能将 wefox Insurance 的获客成本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
水平。
盈利原因：渠道选择和运营效率至关重要
wefox 的盈利背后有许多原因，不仅有宏观的市场因素，还有该公司的战略因
素，包括渠道选择、运营效率、成本控制等。
wefox 的盈利一方面受益于疫情带来的封闭和隔离。据悉，德国的保险科技市
场拥有 130 多家初创公司，这一数字并不少，但是与拥有 310 家保险科技公司的美
国市场相比，就显得颇为不足。此外，据 Oliver Wyman 的最新报告，德国整体的
保险技术市场趋于稳定，新参与者一直在减少，且还有一些保险技术公司退出了市
场，另外一些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近年来，德国保险科技市场一直处于相对停
滞的状态。而在这样的市场中，wefox 在融资、规模和业务方面的主导地位为公司
带来了很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
据 Insider Intelligent 报道，在隔离期间，德国保险代理人缺乏足够的数字
客户渠道，因此在 2020 年 4 月份的新业务减少了 40％，这一点推动了代理公司的
需求，他们迫切需要可简化分销的保险技术平台。在这一背景下，wefox 凭借技术
实现了盈利，这一点也与公司去年 12 月的预期一致。
这一点说明，wefox 的盈利离不开公司所采取的战略。在欧洲市场上，绝大多
数的保险产品仍然依靠人来销售，而非自动化服务。作为保险行业的创新者，
wefox 的一个关键决定是将产品和业务流程重点放在经纪销售渠道上，这一点也在
其数据上有所体现。相关数据表明，wefox 有 20%的客户直接与公司签约，其余
80%的客户是通过保险经纪人渠道找到的。wefox 的 2B 端本来就连接了保险公司、
保险经纪公司，作为欧洲排名第一的保险科技平台，对于缺乏数字渠道的经纪人和
代理人来说，这一平台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据悉，2019 年，有 2000 多家经纪公司直接与 wefox 建立了合作关系。而
wefox Insurance 是第一家与 wefox 完全集成的数字保险公司，充当其产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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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这种情况下，wefox Insurance 的数字化优势就体现得尤为明显。wefox 平
台及平台上汇聚的保险经纪人和客户则充当天然的流量方，能够帮助 wefox
Insurance 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取客户，实现规模化，极大解决了产品分销的问题。
第二点是 wefox Insurance 的产品思路，该公司最初提供家庭和责任保险，随
后决定于 2020 年开始提供车险产品。车险是德国保险业最大的细分领域，预计每
年以 3.5%的复合增长率实现增长，而这个行业比较缺的也是数字化技术。在 Wefox
Insurance 的业绩中，有 49%是由车险业务推动的，由此可见这一业务对 Wefox 的
增长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wefox 是当今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90%的过程
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可以保证该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运
营，处理客户需求。此外，这也能帮助该公司在不增加员工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拓
展，包括市场地域的拓展和推出新产品。一个具体的例子是，wefox Insurance 仅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其车险产品推向市场。此外，wefox Insurance 每位员工管
理的合同数量持续增长，并在 2019 年底达到行业的全球纪录水平。
wefox 首席财务官兼创始人 Fabian Wesemann 说：“wefox 在 2020 取得了满意
的财务业绩，我们也有望在 2021 年取得显著的收入增长，同时我们拥有清晰的盈
利方法。这一出色的财务业绩表明，我们拥有强大的业务模型，具有强大的单位经
济能力，可在国际范围内扩展。”
去年下半年，wefox 进军瑞士市场，并获得了波兰的保险牌照，同时也盯上了
意大利市场，这些动作展示 wefox 在 C 端业务的拓展力度。良性的商业模式叠加疫
情的助推使 wefox 迎来了盈利点，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继续保持、提升其自身的技
术、单位经济等优势，实现持续的盈利。wefox 的业绩表现为保险科技公司提供了
可以参考的模型，我们也期待中国保险科技迎来自己的转折点。

【劳埃德公布 2020 年全年业绩，亏损 9 亿英镑】
保观

2021/04/05

劳埃德保险公司公布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全年初步财务业绩，数据显
示该公司 2020 年出现了“财政赤字”。
劳埃德 2019 年盈利 25 亿英镑，但在 2020 年利润情况暴跌至税前损失总额达
9 亿英镑，其中包括了在再保险追偿后由于疫情造成的 34 亿英镑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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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首席执行官 John Neal 表示：“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性健康
危机之后，劳埃德继续为客户提供支持，预计支付的疫情相关的索赔总额将达到了
62 亿英镑。这一年的特征还包括自然灾害索赔的频繁发生以及英国正式退出欧
盟，这进一步加剧了损失和不确定性。”
2020 年的其他关键财务数据包括总承保保费 355 亿英镑，综合费用率为 110.3
％，以及净投资收入 23 亿英镑。劳埃德表示，不计算疫情造成的损失，该公司的
承保利润为 8 亿英镑。
此外，Neal 还表示：“在前所未有的背景下，我们在绩效、数字化和文化转
型计划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我们严格的承保方法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保险机构的
决心将使我们有机会在今年取得真正的成功，而持续的积极利率势头将使市场出现
四年来的首次可以确定的增长。”（来源：Insurance Business）

【谁为“世纪大堵船”天价索赔买单？保险业将承担大部分损失】
经济参考报

2021/04/13

海运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行业。“长赐”轮由日本公司所有，由台湾企业
期租，由德国企业管理，悬挂巴拿马旗，船员来自印度，货主来自多个国家；在苏
伊士运河搁浅，救助公司来自荷兰和日本，保赔保险由英国保赔协会提供，船东和
承租人已在英国提起诉讼，等等。上述因素决定了相关索赔会经历一个复杂、漫长
的过程。
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海运通道安全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
全。目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但是我国在国际海运规则制定的话语
权与我国的实力不相匹配。我国在继续做大做强“硬实力”的同时，还应重视“软
实力”的提升。
“长赐”轮（Ever Given）苏伊士运河搁浅事件震惊全球。历史上，苏伊士运
河也曾发生过多次搁浅事件，但影响这么大、持续这么久并被冠以“世纪大堵船”
的还是第一回。在过去一段时间，关于“世纪大堵船”的报道占据了众多中外媒体
的头条，引起了全球关注。
3 月 29 日，“长赐”轮成功脱困，苏伊士运河恢复正常通行。在全球欢呼苏
伊士运河恢复通航之际，“长赐”轮则被要求停留在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接受技术调查和相关事故调查。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透露，正与“长赐”轮日
本船东就经济赔偿问题进行谈判。从“长赐”轮搁浅之日起，各界都高度关注事件
背后的赔偿问题，一些海事特有制度，如航海过失免责、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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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损、海难救助等也进入公众的视野。目前，仅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索赔的金额就高
达 10 亿美元，一场天价索赔大戏正式上演。
“长赐”轮苏伊士运河搁浅事件
引起全球关注
2021 年 3 月 24 日，长荣海运发布公告，称其接获船东通知，“长赐”轮于埃
及时间 3 月 23 日上午 8 时左右，从红海北向进入苏伊士运河时，疑似遭受瞬间强
风吹袭，造成船身偏离航道，意外触底搁浅。长荣海运指出，“长赐”轮由长荣海
运以期租方式承租，船员为船东公司派遣。
3 月 25 日，长荣海运再次发布公告，确认“长赐”轮船员、船舶、货物皆安
全无虞，没有发生海洋污染情形，同时澄清该轮搁浅前并无外传跳电的状况发生。
长荣海运指出，因“长赐”轮为租船，故其脱困及衍生之第三人责任等相关费用以
及船体等损失由船东负责。
3 月 29 日，长荣海运接获“长赐”轮船东通报，经过六天日以继夜的努力
后，“长赐”轮于埃及时间 15：04 重新浮起，并在拖船协助下，顺利移出原先搁
浅的河道，并将移至大苦湖水域的锚地，进行船舶适航性检验。
“长赐”轮搁浅导致苏伊士运河双向瘫痪，超过 400 艘船舶堵在运河两端，新
闻占据了众多中外媒体的头条。在 4 月 12 日召开的“长赐”轮苏伊士运河搁浅专
题讨论会上，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事大使徐祖远船长在
主旨发言中指出，“长赐”轮事件引爆全球舆论，让大众提升了对航运业的认识，
这可能是此次事件带来的唯一正流量。
后续索赔
将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
海运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行业。以“长赐”轮事件为例，该船由日本公司
所有，由台湾企业期租，由德国企业管理，悬挂巴拿马旗，船员来自印度，货主来
自多个国家；在苏伊士运河搁浅，救助公司来自荷兰和日本，保赔保险由英国保赔
协会提供，船东和承租人已在英国提起诉讼，等等。上述因素决定了相关索赔会经
历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
目前，事故调查报告还未发布，一些关键的法律文件，如长荣海运和正荣汽船
的租船合同也未公开，判断各方承担何种责任为时尚早。从中外媒体的报道来看，
多方均已采取措施，全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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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赐”轮船东日本正荣汽船考虑该轮搁浅事故可能面临的究责及赔偿事宜，
为保障其权利，依据 1976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赔偿责
任限制，即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或承运人对运输中产生的财产或货物灭失或损坏和
人身伤亡的最高赔偿金额，并在申请文件中将长荣海运及其他数家可能对其求偿的
公司列为关系人，并依法进行通知。4 月 1 日，日本正荣汽船公司正式宣布共同海
损。
随后，长荣海运在伦敦对“长赐”轮船东提起诉讼。在船东宣布共同海损后，
长荣海运通知货主，依据长荣海运提单条款第 27 条，除非货方将必要的共同海损
担保（包括长荣海运可能要求的额外担保）及相关文件提交给共同海损理算人并由
其同意放货，否则货物将不得交付给受货人。对于已投保的货物，由货物保险人签
署共同海损担保函，对于未投保的货物，则由货主签署共同海损担保函并支付现金
担保。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将就“长赐”轮搁浅事件索赔 10 亿美元。这笔费用涉
及通行费损失、疏浚和打捞工作对运河的破坏，以及设备和劳动力成本。苏伊士运
河管理局表示，埃及相关部门正与“长赐”轮船东日本正荣汽船公司展开和解谈
判。如果赔偿事宜演变成为法律纠纷，将不会允许“长赐”轮离开苏伊士运河。
最终责任取决于
法律的规定、合同的约定和谈判
对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而言，10 亿美元的索赔可谓是天价。或许是因为法律
依据不足，苏伊士运河当局表示，愿意就搁浅赔偿达成庭外和解，并正在与“长
赐”轮船东展开经济和解谈判。
在谈判中，苏伊士运输管理局的优势在于，较绕航好望角而言，选择苏伊士运
河通过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具有优势，船东选择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商业
决定。
对于长荣而言，“长赐”轮虽然船身上有大大的长荣标志，但这艘船并不归其
所有，长荣扮演的主要是运送人的角色，在其签发的提单中也没有记载货物送达时
间，依据提单适用法律的规定，运送人可以免责。
然而，正荣与长荣之间的关系由租船合同决定。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集装箱
船租金大幅上升且一船难求，与船东保持良好关系符合长荣的利益。此外，“长
赐”轮事故航次涉及上万货主，这些货主将给作为承运人的长荣施加巨大的压力。
长荣既有动力也有压力协助船东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展开谈判。

18

作为承运人的长荣海运既是全球第七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又是全球最大集装箱
海运联盟——海洋联盟的成员，每年交给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不是小数。就苏伊士
运河管理局而言，其主要的损失在于河岸损伤、救助支出以及通行费损失。根据相
关报道，截至 4 月 4 日，因“长赐”轮搁浅而导致的运输拥堵状况已经疏通，所有
422 艘船只均已通过苏伊士运河。对于上述船舶的通行费用，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或
许只是晚收，并非真正的损失，计算损失时也应当予以扣减。
在救助方面，“长赐”轮船东接受荷兰公司和日本公司的救助并签署了 2000
版的劳氏救助合同（LOF）。这种救助合同的特点是“无效果，无报酬”，如果有
效果，则救助报酬会按照获救财产的价值计算，若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则提交仲裁
解决。
保险业将承担本次搁浅事件的
大部分损失
在正常情况下，“长赐”轮船东和船载货物的货主会寻求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
进行赔偿，涉及的险种则包括船舶险、货运险和责任险等。
英国保赔协会已为“长赐”轮船东投保了可能因此类事件引起的某些第三方责
任，包括对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或者因堵塞而进行的索赔。英国保赔协会是国际保
赔协会集团的成员，该集团由 13 家成员协会组成，为全球约 90%远洋运输船舶提
供责任保险，并共同分摊 1000 万美元以上案件的赔偿。据悉，英国保赔协会以及
其背后的国际保赔集团最高可为“长赐”轮提供 31 亿美元的责任保险保障。
“长赐”轮在搁浅事故中船艏受损，但该损坏还不足以使它停用。 “长赐”
轮船东购买了船舶险，应能覆盖该部分损失。至于船、货双方分摊的救助费用，需
要按照保险单条款规定，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赔。
对于受损的货主而言，可以选择向自己的货运保险人索赔。货物保险人赔付后
将向承运人长荣海运代位求偿。
海运的作用不可替代
目前尚无可行的“Plan B”
虽然苏伊士运河已重新恢复通航，但其后续影响有待观察。因搁浅事件导致的
绕航及延误，将会导致大量船舶在同一时间抵达欧洲港口，这会给当地码头和疏运
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令本就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紧张的全球供应链雪上加霜。
在全球海运版图上，苏伊士运河是非常关键的咽喉要道之一。按照业内划分，
全球共有四个首要的海运咽喉要道，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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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运河。这些咽喉要道极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扰乱，并对全球贸易产生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海运通道安全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世纪大堵船”发生后，有不少专家公开探讨了“Plan B”的可行性。例如，好望
角航道、中欧班列、北极航线等等。然而，据专业咨询机构的推算，以从新加坡到
荷兰鹿特丹为例，绕道好望角航程增加近 50%，不仅时间增加，额外燃油费用也将
达到数十万美元。此外，走好望角线路的船只还需要经过海盗猖獗的西非海域，为
其货运的安全性带来考验。又以中欧班列为例，在苏伊士运河被堵之后的数天之
内，中欧班列的咨询量暴增，去程和回程班列都出现“爆仓”，尤其是回程班列的
订舱量增加了三成以上。然而，尽管增速喜人，2020 年中欧班列全年发送 113.5
万标准箱，远不能满足中国进出口运输需求。再以北极航线为例，尽管俄罗斯政府
大力推荐，但目前对企业而言该航线还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可以挖掘。一些航运巨
头，如地中海航运、达飞海运、赫伯罗特等已公开承诺不会使用北极航线，占据了
环境保护这一道德制高点。
全球最大航运集团——中远海运集团董事长许立荣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海运即
国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海运作为全球贸易最主要的载体，它的地位和角色
始终没有变，至今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海运之所以能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载体，主
要因为具备 4 个不可替代：一是成本优势不可替代，在目前所有的国际贸易方式
中，海运一直以来都是最经济的运输方式。二是网络优势不可替代，目前全球仅班
轮航线就有 2100 多条，东西航线、南北航线和区域内航线纵横交错，覆盖广泛，
形成了密集高效的市场网络。三是适货性不可替代，海运几乎可以运输所有种类、
所有形态的商品，打破了其他运输方式在尺寸、重量、适货性等方面的局限。四是
与贸易的关联度不可替代，贸易领域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海运，反过来也一
样。
为全球海运争议解决
注入“中国元素”
目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海运量世界占比达到 26%，全球第
一；注册运力 1.8 亿载重吨，全球第二；全球前 20 大货物吞吐量的港口，中国占
15 个；全球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 7 个……然而，在一系列靓丽的数据背
后，依然存在着不少隐忧。例如，我国在国际海运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我国的实力
不相匹配，涉外案件中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中国法的比例不高，我国海事法院和仲
裁机构受理的国际案件依然不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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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赐”轮苏伊士运河搁浅事件中，虽然“长赐”轮的船东和承租人均不是
英国企业，但仍选择了在英国解决纠纷。尽管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多个，如“长赐”
轮的保赔保险由英国保赔协会负责，长荣海运和日本正荣之间的租船合同明确约定
适应英国法、英国诉讼等等，但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在国际海运争
议解决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世界海运大国，中国在继续做大做强“硬实力”的同时，还应重视“软实
力”的提升。为全球海运争议解决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既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也是大国应有的担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苏伊士运河希望就被扣留货船达成和解】
【Suez Canal hopes for deal on detained cargo ship】
Reuters 2021/04/26
The head of the Suez Canal Authority said Monday he hoped talks would soon yield an
agreement with the owner and insurer of a giant container ship that is still being
detained since it blocked the waterway for six days last month.
The 400-meter (430-yard) Ever Given became wedged diagonally across the canal in high
winds on March 23, blocking all traffic. Since it finally came unstuck, it has been held
with its cargo in a lake separating two stretches of the canal. The SCA has made a $916
million claim against its Japanese owner, Shoei Kisen.
Only two crew members have left the ship since it dropped anchor in the lake after being
dislodged on March 29, while 23 crew, all Indian nationals, remain on board.
In a statement, SCA Chairman Osama Rabie said the crew were not detained and were
free to leave or be replaced, as long as the captain stays on board as the guardian of the
vessel and its cargo.
The ship’s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er UK Club and its technical manager Bernhard
Schulte Shipmanagement have said they are disappointed that the ship is being held. UK
Club has filed an appeal at an Egyptian court against its detention, citing a lack of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SCA’s claim.

21

“The (SCA) is dealing with all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negotiation with complete
flexibility, in full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norms in these sorts of situations,” Mr. Rabie
said Monday.

【瑞士再警告称，年度巨灾保险损失可达 2500-3000 亿美元】
【Swiss Re warns of USD 250-300bn insured catastrophe loss year
potential】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is becoming more visible in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so-called secondary peril events, according to Swiss Re’s Group Chief
Economist, who also warns of the potential for peak perils to follow a similar trend of
rising loss costs.
As trends suggest a rising level of economic and insured impacts from events such as
flooding, droughts and wildfires, the global reinsurance firm also warns that trends in
rising loss-costs will also apply to peak catastrophe perils as well.
The reinsurance firm warns that the global industry may not be far off a USD 250 billion
to USD 300 billion industry loss year, when it experiences a peak-loss inducing hurricane
season and multiple secondary peril events in the same calendar period.
2020 provided plenty of warnings of this, not least in the record levels of US hurricane
activity that occurred.
Had the record number of storms impacted more highly populated and urbanised
regions and intensified further in some cases, th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industry
could have been looking at a significantly larger bill for 2020.
As it is, Swiss Re estimates that 2020’s natural catastrophe and man-made losses caused
a global insured loss of USD 89 billion, which is the fifth costliest year in the reinsurers
sigma records.
Natural catastrophe events accounted for USD 81 billion of this, but drove global
economic impacts of USD 190 billion, once again underlining the gaping protection gap
that still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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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alled secondary peril events made up roughly 71% of natural catastrophe insured
losses in 2020, largely coming from severe convective storms and wildfires in the US and
Australia.
Jérôme Haegeli, Swiss Re Group Chief Economist explained how trends are shift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202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he global health and
economic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But while COVID-19 was a stress
test for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it has an expiry date – climate change does not. In fact,
climate change is already becoming visible in more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secondary
perils, such as flash floods, droughts and forest fires.
“Natural disaster risks are increasing and climate change will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
them. This underlines the urgency to better protect our communities against
catastrophic losses while dramatically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Unless mitigating
measures are taken, such as greening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the cost to society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In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need to close protection gaps persists for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peril exposures. Re/insurers can do more to help people,
businesses and societies become more resilient.”

Martin Bertogg, Swiss Re’s Head of Cat Perils added, “We have seen an increase in losses
from secondary perils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severe convective storms, floods and
wildfires. The same upward loss trend for primary perils and 2020 serves as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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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r of their peak loss potential. The two peril types are affected by the same lossdriving risk trends, including population growth, increasing property values in exposed
regions an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his suggests that with climate change, future
peak loss scenarios could als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re were a record-breaking 30 named storms during hurricane season 2020 and a
further record was set when 12 of those made landfall in the US. It cost the insurance
industry USD 21 billion in claims. Yet, incredibly, we would regard that as somewhat of a
lucky escape.
“Given the dynamic nature of risks, re/insurers’ risk models need to increasingly consider
forward-looking risk trend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urbanisation and socio-economic
inflation – rather than relying on historical data observations – when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magnitude of losses.”
But it is the forecasts of potential peak-loss years that th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industry could experience that may concern some in the industry.
Swiss Re believes that on top of the rising losses from secondary perils, the same risk
trends are also affecting primary perils, leading to a forecast for far higher loss years now
being possible.
The data suggests that “future peak loss scenarios for both hurricane season and
multiple secondary peril events could be as high as USD 250–300 billion, mainly due to
population growth, value accumulation in highly exposed areas and climate change
effects,” Swiss Re believes.
The reinsurance firm continu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factors influenc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peril event outcomes are the same, including chang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climate-change effects. Primary perils are well-monitored by the
insurance industry, but secondary-peril risks less so. Risk assessment efforts need to
rebalance to make secondary perils a priority.
“Given the dynamic nature of risks, forward- rather than backward-looking data analysis
is paramount so as to not underestimate the scale of potential present-day and future
losses. to this end, risk model build also needs to de-bias away from reliance on
historical data observations, which may not be a good proxy for present-da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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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to catastrophe bonds, other 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 (ILS) structures and
collateralized reinsurance or retrocession from a USD 250 billion or greater industry loss
year would be significant, especially if it was largely driven by US hurricane risks.
The catastrophe bond and wider ILS market remains roughly 55% to 65% exposed to US
wind risk, our latest estimate suggests, meaning that a significant loss year for that peril
can drive major losses through the cat bond and ILS community.
However, it would drive an equally large loss through traditional reinsurance and
retrocession markets as well, leading to a period of significant rate hardening in its wake.
Of course, this level of potential loss only drives home the importance that upfront
underwriting rates are suitably set to cover expected loss cost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frequently such a significant loss year could be expected to
occur. Swiss Re doesn’t give the return-period for its modelling that suggests a USD 250
billion plus industry loss year is possible.
It’s likely a year reasonably far into the tail, as far as models are concerned.
But given we’ve already experienced a year that created an equivalent of USD 120 billion
of insured losses from just three hurricanes, Swiss Re’s estimate for 2005’s Katrina, Rita
and Wilma, it’s entirely possible a year with say five major US hurricanes plus a heavy toll
from secondary perils, could drive annual insured losses up towards these higher.

【FCA: 营业中断测试案例已赔出 6 亿英镑，但主要保险人仍然落后】
【BI test case pay-outs at £600m, but major insurers still lagging:
FCA】
Reinsurance News 2021/04/14
New data from 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 shows that to date £600 million
has been paid out for claim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business interruption (BI) test case
in the UK.
This represents an increase of 25.5% from the £478 million in pay-outs that the FCA
recorded roughly one month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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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total number of pending or accepted claims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0% to nearly 48,000.
And while many insurers have already resolved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ir claims, some
of the largest companies have continued to drag their feet, paying out on only a fraction
of their claims so far.
Hiscox, for instance, accounted for almost 90% of the increase in claims over the last
month, analysts at Morgan Stanley note, with the company’s claims now standing at
almost 12,000 –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150% over last month’s figures.
But despite now accepting around 6,350, or 54%, of these claims, Hiscox has only paid
final settlements on 0.2% of its policies and interim payments on a further 1.5%, as of
March 31st.
Similarly, MS Amlin, which had not yet paid out on a single claim related to the BI case as
of February 22nd, is still lagging far behind its peers in terms of pay-outs, although it no
longer has any claims pending approval.
Between its MS Amlin Insurance SE and MS Amlin Underwriting Limited businesses, the
company has approved 3,942 claims but only 108, or 2.7%, have been paid out in full,
with interim payments made on a further 79, or 2.0%.
In further examples, Canopius has made only 31 full payments and 2 interim payments
on its 1,400 approved claims as of March 24th, while HDI has made just 1 full payment
on more than 700 approved claims, as of March 19th. Likewise, QIC has proved slow
with 3 full payments and 2 interim payments on more than 750 pending or approved
claims, as of March 18th.
What’s more,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he value of pay-outs after Hiscox Action Group
leader Mark Killick told the BBC last month that in some cases Hiscox has agreed to cover
claims but set the value of the claim at £0.
According to the FCA’s data, the aggregate value of the interim/initial payments made
for the 2,898 unsettled claims where such payments have been made is £247,689,535,
up from £192,084,302 last month.
Meanwhile, the aggregate value of the payments made for the 10,772 claims where final
settlements have been agreed and paid is £352,101,391, up from £279,823,468
pre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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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eans that at the point of data submission, 13,670 BI policyholders out of the
35,438, who had had claims accepted, had received at least an interim payment.
In January, the UK Supreme Court decided to uphold the judgement on the FCA’s BI
insurance test case, which was first brough forward by the financial regulator in May
2020 to seek legal clarity on whether insurers were obligated to pay out on BI claim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fter the UK High Court passed its long-awaited judgement on the FCA’s BI insurance
test case in September 2020, ruling in favour of policyholders on the majority of key
issues, the UK Supreme Court granted permission for the FCA and a group of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mpanies to appeal its ruling.
At the time of the Supreme Court’s ruling, analysts speculated that some 370,000 small
businesses may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with a potential £3.7
billion to £7.4 billion of claims on the line.

【David Flandro 预计年中续转价格将有所提高】
【David Flandro predicts pricing improvements for mid-year
renewals】
Reinsurance News 2021/04/19
David Flandro, Managing Director at HX Analytics, has predicted that the upcoming June
and July reinsurance renewal period will yield more favourable pricing improvements
than were seen at January and April.
Speaking to analysts at Morgan Stanley, Flandro noted that, while industry capital
remains high, reinsurers are facing constraints on profitable deployment from rating
agencies, solvency requirements, and Lloyds, among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low investment yields have put additional pressure on the returns
generated, necessitating a further reduction in combined ratios to meet required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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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ndro therefore argues that these factors, along with changes in risk perception
(climate change, higher cat losses, rising number of secondary perils), should continue to
drive further rate gains.
What’s more, June is largely focused on Florida, which saw record levels of named
storms last year and where forecasters are already predicting and an active hurricane
season for 2021.
And for July, Flandro referenced a number of event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put upward
pressure on pricing, including last year’s Midwest Derecho and the rising costs of
wildfires.
Meanwhile, Morgan Stanley warns that the recent winter storm in Texas could come in
toward top end of the $10bn-$20bn range of industry estimates, instilling discipline
among reinsurers and potentially driving increased demand from primaries.
Flandro noted that financial lines pricing, particularly in the London Market, is among the
strongest, whereas further improvements are required in property lines.
Casualty lines across the reinsurance market have seen pricing recover back in line with
levels seen in the last ‘hard’ market of 2012 to 2013, he added, but only the retro market
is seeing true hard market conditions.
Asked whether the roughly $10 billion of new capital that entered the industry last year
could affect pricing trends, Flandro was confident that there would be minimal impact.

【惠誉：再保费率的提升会跨年至 2022 年，但势头将减弱】
【Reinsurance rates may increase into 2022, but momentum to
wane: Fitch】
Artemis

2021/04/13

Reinsurance rates and pricing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again at the upcoming mid-year
2021 June and July renewals, likely increasing further into 2022 as well, but by next year
these rises may be losing momentum, Fitch Ratings beli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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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of rate hardening at the January and April reinsurance
renewals, Fitch says the mid-year 2021 renewal season will follow-suit.
One driver for this has been the lack of profits seen in reinsurance in 2020, as
catastrophe and coronavirus losses together eroded performance across much of the
industry.
However, for 2021, Fitch is forecasting a “slight underwriting profit” for the global
reinsurance sector, with a key driver being the fact that, after the consecutive years of
price firming, “reinsurance rate rises across almost all business lines outpace loss cost
inflation.”
However, returns on equity (ROE) for 2021, in a normal catastrophe year and with no
specific or unexpected pandemic related shocks, will only just reach the levels of
reinsurer cost-of-capital, due to operations remaining stressed and investment returns
low.
With price increases to continue at the June and July 2021 reinsurance renewals, Fitch
Ratings also looks ahead to 2022.
The rating agency believes that reinsurance rates c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2022, but
that the momentum seen will be starting to wane by then, absent any other major
shocks to the reinsurance market.
Additional losses suffered in 2021, such as the US winter storms, Australian flooding and
Suez Canal blockage, are all expected to keep the pressure up on reinsurers and ensure
the focus remains on rates.
Fitch’s outlook for the global reinsurance sector remains stable, reflecting the price
environment and the stabilisation of pandemic related claims and expects most
companies will have their ratings affirmed over the next year o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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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2021 年一季度保险成绩单，车险负增长，保证险暴降，寿险增长良
好】
保险一哥

2021/04/26

行业一季度累计保费 17995 亿元，同比增长 7.8%
棒棒的
受车险拖累，财险基本持平，同比增长 0.25%
人身险涨势良好,同比增长 9.41%

— 01

—

财险公司车险和保证险负增长

① 车险首度进入负时代
在 2020 年之前车险都在正增长
2014 年开始增速放缓
2018 年降到 1 位数增长
2020 年增速不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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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21 年一季度，车险同比负增长 6.2%

② 车险占比跌破 50%
在财险公司保费中，占比已经跌落至不到一半

③ 车险负增长程度在改善
自 2020 年 9 月车综改实施后，除了今年 2 月车险保费短暂地复苏到 5.2%的正增长
其余月份车险保费都呈现负增长
车险保费少了，责任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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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费用少了，竞争没降低
车险行业日子不好过啊！业内人员都叫苦不迭！

但一季度车险负增长仅 6.2%，比去年四季度还是改善了
说明行业价格战在改善，预计 9 月后能恢复自然增长
④ 保证险踩雷伤痕累累，2021 保证险继续暴跌
保证保险是各险种在一季度中，保费同比降幅最大的
下降比例高达 31.1%
近年来风险事件频发、信保踩雷不断
很多财险公司都主动压缩了信保规模

⑤ 其它险种涨势喜人
健康险、责任险、农业险、意外险体量大，增长势头强劲
家财险和工程险虽保费规模不大，但同比增速也都保持在 20%+

— 02

—

寿险涨势良好
健康险领跑，意外险萎缩

2021 年第一季度，人身险总体同比增速 9.41%
寿险和健康险都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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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之下，与出行相关的意外险需求减少，市场明显萎缩
意外险保费从去年同期的 174 亿元，降低到今年 166 亿元

寿险仍是人身险保费主力军，占比高达 82.0%
健康险持续发力，保费同比飙涨 12.3%

— 03—
四个地区一季度保费达千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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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以 1788 亿保费领跑市场，广东、山东、河南紧随其后
都是千亿层级的
保费高的地区要么是经济发达，要么是人口大省（市）
不过看一个地区保险发展情况，不能光看保费总量
深度和密度是更科学的衡量数据
👇可以参考以前发过的文章
31 地保险深度密度发布，全国人均保费 3233 元

【最新预测！瑞士再保险：今年中国 GDP 增速将达 8.3% 保费增速触
底反弹 机会在这些领域】
券商中国

2021/04/05

“中国现在越来越聚焦于提质增效的发展，这种着眼于长期增长的发展模式不
光会造福中国，而且将使全球经济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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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JérmeHaegeli)博士在《全球经济
和保险市场展望-后疫情时代的前行方向》的主题演讲中展望全球经济时称，预计
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8.3%。同时，预计美国、欧洲等地 GDP 今年也将出现
反弹，尽管这种增速上的反弹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的复苏。
他还提到，今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及 2035 远景目
标纲要将推动中国在未来 5 至 15 年内成为一个更开放、更具韧性和更具可持续发
展基础的超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向好的同时，中国保险市场也将延续高增
长，2030 年的全球份额有望达到 19%，较 2019 年份额(10%)大幅提升。
预测今年 GDP 增速：中国>美国>欧洲
2020 年，突发新冠疫情的广泛蔓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据瑞
再研究院预计，到 2021 年底，与疫情前的趋势增速相比，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
总损失预计将达到 11 万亿美元。而 2020 年中国全年实际 GDP 增速为 2.3%，成为
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市场。
展望全球经济，安仁礼表示，预计 2021 年会出现经济的强劲反弹。在经济反
弹的速度上，中国会高于美国，美国会高于欧洲。

瑞再研究院对美国 GDP 今年增长率的预测是 6.5%，这比市场普遍的预测
(5.3%)要高一些；预计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会达到 2.5%。安仁礼表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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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预测考虑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疫苗的大规模接种，其次是持续宽松的政策，第三
是美国政府实施的强劲的财政刺激法案，第四是美国的财政政策是符合货币政策刺
激趋势的。在财政政策方面，美国即将推出的刺激计划有 4 万亿美元之多，这相当
于美国 GDP 的 20%，这将直接刺激中低收入群体。
其对于 2021 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测是 4.2%，略低于市场预测。主要基于以
下原因：首先是欧元区的疫苗大规模接种情况不平衡，效果不是非常理想；第二，
虽然现在可以预见到欧元区的出行政策例如封城等会解除，但仍然有很多的社会活
动包括经济上的正常往来受到疫情影响而不能恢复。
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中国。瑞再研究院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是
8.3%。这有几个原因。包括：中国经济已恢复至趋势性增速水平，商业与消费者信
心持续提升，中国仍然有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中国的 CPI 发展也在可控范围
内，同时有低基数因素。“我们仍然看好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
时，我们认为中国会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
安仁礼还强调，虽然从数字看，2021 年经济会有强劲反弹，但 2021 年的经济
反弹不意味着经济结构性的复苏。“因为现在的经济活动恢复度还没有达到一个良
好的状态，我们认为，判断经济复苏与否应该更以经济活动的恢复为指标。”

中国保险占全球份额：有望从 2019 年的 10%提升至 2030 年的 19%
“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引领了全球保险市场的复苏。未来数年，
中国仍将是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保险市场，这个预测一直没有变。”安仁礼展望
保险市场时说。
与 2008 全球金融危机比起来，疫情对全球保险市场造成的冲击并不更严重，
疫情造成的保费增速下行通道并没有 2008 年金融危机那么陡峭，并且现在已开始
进入恢复时期。
对于商业险和个人险，今年保费都会上升，这个反弹已经发生了。全球非寿险
业方面，2021 年预期增长 4.1%，新兴经济体的非寿险业 2021 年预计增长约为
8.5%，2022 年也是 8.5%左右。全球寿险上，2020 年下滑后，2021 年开始恢复，预
计增长 4.6%，新兴市场增长率预计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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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各地区保险市场增长看，亚洲等新兴的经济体保费都是持续增长的，而
北美和欧洲保费是下降的趋势，显示全球保险市场的发展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
而中国占全球市场保费份额，到 2030 年将不断提升。2010 年中国保费占全球
保费份额的 4.5%，2019 年比例是 10%，到 2030 年预计将上升到 19%。“这也印证
了中国在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保费方面也将会超过美国。”安仁礼
说。
从中国市场本地看，受新冠疫情和车险综合改革的影响，2020 年中国名义保
费收入同比增长 6.1%(2019 年增速为 12.2%)。而由于政策大力支持、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加、风险意识提高以及数字化发展等诸多积极因素的推动，中国的保险市场
将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寿险方面，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寿险增长的引擎，2021 年中
国的寿险保费增长预计为 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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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带来保险业新机遇
安仁礼特别提到，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定位是提质增效，这也是“十四五”
规划的重点。围绕科技创新、低碳发展、乡村振兴、养老与医疗等领域及社会治理
方面，保险业将发挥更大的风险保障作用，为经济的转型发展保驾护航。
例如，绿色保险支持低碳经济，应对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十四五”规划强
调发展绿色金融，作为绿色金融的组成部分，绿色保险将在助力经济社会低碳发展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气候变化持续威胁经济韧性，瑞再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2020 年，中国巨灾险的赔付仅占经济损失的 10%左右，保障缺口巨大。
其认为，在政策推动下，保险公司应通过产品创新开发更多绿色保险，如环境
污染责任险、绿色建筑保险、可再生能源保险等，并通过模型持续加强对气候变化
的风险认知和预测能力，为风险高发地区提供保险保障。此外，作为机构投资者，
保险公司可通过投资符合 ESG 标准的可再生基础设施，为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融资
支持，同时鼓励企业投资于绿色发展领域，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
再如，乡村振兴带来新机遇，相关保险未来十年将突破万亿元规模。2020 年
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标志着中国“十三五”圆满收官。为建立长
效的防返贫机制，保险行业大有可为。根据瑞再研究院的分析，受益于政策支持、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及居民风险意识的持续提升，乡村地区对农险、车
险等多种财产险、商业健康险和寿险亦存在强劲的保障需求，这也将带动乡村地区
保险市场的高速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农村商业保险市场将在下一个十年突破万亿
级人民币的市场容量，为巩固扶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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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非车险发展攻略】
今日银保

2021/03/04

坚持以发展为根本，以开放思维加强市场研究、对标分析、需求挖掘，广
开业务之源，抢抓机遇，加快步伐，不断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切实推动车险精耕细作
1、加快车险经营模式变革
科学研判汽车市场低迷与商车改革叠加影响，加快转变经营理念，围绕客
户核心诉求，聚焦精耕细作做强做优，提升全流程服务质量，让公司成为车险
服务提供商而非简单产品推销商。科学谋划、加快布局与主机厂、新能源汽车
企业、汽车金融、汽车后市场、移动出行等领域优秀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
拓宽服务价值链。
2、全面提升商车经营能力
把准监管要求、市场动态，聚焦价值，加强市场对标和关键指标监测，增
强经营管理之“智”，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加快优质业务发展。建立完善经营
诊断档案，全面落实差异化竞争要求，深挖细分市场、细分渠道、细分车型等
潜力，增强区域市场发展活力。加快优化车险承保流程与核保规则，提升承保
工作的标准化、智能化、自助化水平，确保自核率等关键监测指标明显改善。
3、全力推进客户精细化管理
下大力气提升车险自主可控渠道建设成效，畅通沟通途径、增强直达客户
能力。切实加强客户数据真实性管理，深化客户经营、深挖客户价值，完善客
户图谱、把握客户真实需求，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精准定价、精准营销、
精准服务、精准管理，以有效客户数量、客均价值的增长，助力车险高质量发
展。
强化车险基础服务品质管理，要求具象化、落实指标化，推动服务质量标
准化、服务效率高效化、服务手段多样化，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与服务竞争力，
通过便捷高效优质的客户体验，提高黏性，形成“产品服务-客户体验-业务发
展”良性循环。
二是推进非车险跨越式发展
1、强化整体设计谋划
落实服务实体经济、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发展要求，建立非车险领域业务
跟踪研究机制，密切关注、前瞻性对接新领域和多领域融合需求，及其他保
险需求前置的风险解决方案等。
39

围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提升对重大战略落地以及政
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业务契机的关注度，完善信息收集机制，强化多层级沟通
对接，优化业务拓展机制与支持平台，提升发展贡献；立足做强优势险种、
做大盈利险种，建立重点领域业务联合拓展与考核机制，构建多险种充分发
展、多领域全面支撑的发展新体系。
优化非车业管工作成效评价机制，建立销售、承保联动的动态考核体
系；结合区域市场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非车业务跨越发展计划与行动方
案，以开放思维，做足大文章、深挖大潜力，加大高质量、高价值、高效益
的业务发展力度和速度，确保非车领域业务成为推动公司实现新目标的强劲
动力。
2、加快传统业务转型
强化精细管理与风险识别，提高承保能力，补足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业
务结构优化、质量提升；依托新技术改造传统业务业态，降低供给成本、提
升保障的可获得性。
财产险方面，做强家财险等分散性业务,做优法人业务，抢抓工程险等业
务发展契机，加快扭转经营局面。
责意健险方面，加快雇主责任、公众责任、团意险等业务精细化发 展，
提高诉讼产品保全责任险、产品责任险等发展成效，强化绿色保险产品创
新，加大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发展和推广力度；聚焦家庭、学校及旅游等场
景，推动个人责任险、学平险、驾意险、旅游意外等分散性业务快速发展。
挖掘银保、互动、数据渠道等优势，加大分散性业务拓展。
3、全力拓展农村业务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
策要求，把牢发展主动权，完善组织架构和网点布局，加强团队建设, 全力
打造“人网+地网+天网”的新型智慧农村销售服务网络体系，精准对接农业
农村现代化及脱贫攻坚等多元化保险需求，提升服务能力水平，拓宽服务领
域。
对标市场，着力夯实基础，做大传统业务、做优特色业务、做好扶贫业务，
积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农产品(保险苹果、食用菌、烟叶等)、农业设
施保险，以及农房、农机具等涉农保险,加快农村地区全险种业务发展，探索
开展一揽子综合险。
研究推进农村综合金融业务发展，推动互联网、新技术在农村市场拓展
服务中的应用，构建智慧农村保险生态圈。加快新型农业农村保险业务布
局，在成本保险、收入保险、价格保险、指数保险及“保险+期货”等领域加
快探索，增强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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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政保业务发展
推进名单制、项目经理制和客户经理制“三制联动”，完善渠道建设和业务
拓展方案及配套举措，加快政保业务拓展与服务体系建设，把握社会治理需
求，加快民生类、责任类治理保险发展，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等制度；积极推进绿色保险发展等。
加强与监管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力度，积极参与新领域业务试点，做
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试点，密切关
注重点新材料保险机制等试点工作。
5、积极探索新兴领域
探索建立新业务领域孵化，及评价、试点及推广机制。积极参与构建创新创
业的保险生态，推动科技保险、知识产权保险、网络安全、临床试验等领域
业务加快发展。聚焦消费新场景，加快共享经济、预定取消、延长保险、支
付责任等领域产品研发与推动。
在个人消费、普惠金融等分散性领域加强研究探索，加大保证保险试点力
度，重点关注物联网、数字安全、信用风险等领域业务。加快建工履约、关
税履约、投标履约等业务发展。
6、全面夯实发展基础
注重以重点业务和重大项目的主动拓展，加快助推提升非车业务发展能
力。加强非车专业团队建设和基层专业力量配备，加大资源型、专业型、创
新型人才引进与培养，夯实队伍基础。推进形成市场化考核激励机制，建立
完善非车专业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培育、引进与成长管理体系，构建引得
进、留得住的机制与环境；加强专业培训，做好人才梯队建设；着力提升各
板块业务管理和服务基层能力。
7、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整合内外部资源，加强大数据分析，加快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持续提
高风险精准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实现保前查勘、事前预防、事中服务、
事后救援全覆盖，强化大灾风险应急管理，提升承保和理赔管理能力。着力
提升防灾防损水平，加快智慧防灾防损平台建设，增强风险解决方案供给能
力，助力客户提高综合风险管理能力和自救、减损水平。

41

【财产险公司如何高质量发展？】
今日银保

2021/04/05

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业绩、有价值，有收益、有利润。要坚持和抓好高质量发
展，不断彰显财险价值、财险力量。
一、深化高质量发展要求
牢牢把握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核心，以完善产品服务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
为主攻方向，优化要素和资源配置，纠正偏差，更好满足新时期保险消费需求，以
高质量赢得市场。以效益与价值创造为牵引，不断强化效益经营理念，坚持承保与
投资“双轮”驱动，守牢承保有效益、经营有利润的发展要求，实现业务平稳增长
与质量效益提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规模与价值有机统一，力争创造出更大的生
产力。
二、抓好经营效益提升
抓结构优化。聚焦效益，深入落实规模效益化、效益规模化要求，突出承保利
润及相关指标考核力度，助推有质量、有效益的业务快速发展。加强市场分析，加
快新车、家自车等优质业务发展，在红海中寻求效益蓝海的突破。加快推进非车险
优质业务与细分领域发展，切实扭转重点板块亏损局面。加强风险评估分析，强化
对一揽子业务的总体评估，更好推进效益经营。
抓提质增效。推进理赔关键指标对标管理。加强前台中台与后台部门有效联
动，切实把牢入口和出口关，优化反欺诈模型、规则，深化技术和智能手段运用，
堵塞理赔环节漏洞，改善案均赔款及赔付率。继续加强赔付重点领域精细化管理，
明确并抓好责任落实，优化理赔税费抵扣、送回修管理机制，推进代付摊回常态
化，持续挖掘和释放理赔增效潜能。切实抓好理赔队伍建设，梳理实务体系，强化
新技术应用，全面推进理赔标准化进程，夯实管理基础。
抓成本管控。构建以保单成本率为核心的新单业务品质管控体系，建立“单单
算成本、人人管成本、时时控成本”的管控模式。健全运营指标对标与监控体系，
优化运营流程，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改善成本结构，推进降本增效。细化增值税
进项管理、强化所得税节税管理，推进管理增效。厉行节约，严控行政费用支出，
推进挖潜增效。加强投资能力建设，持续提升投资收益。
三、提升服务能力
深入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理念，以服务吸引客户、留住客户，以服务提升竞争
力，以服务创造价值，推动构建“强销售、强服务”的双强格局，增强公司主动发
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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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抓服务能力提升,重塑服务体系
以客户为中心，像重视销售一样重视服务、像抓销售一样抓好服务，着力强化
“大服务”理念和整体服务观，通过再造服务流程，推动服务供给变革和质量提
升。
以组织体系重塑为契机，深度整合各板块、条线资源，围绕更好服务客户统一
规划、统一管理、统筹使用。定位服务关键触点，以大服务视角完善客户体验管
理。推进建立核心服务资源和队伍专业化建设持续投入机制，不断完善方式、丰富
内容、提升针对性，形成获客、存客、养客、拓客、馈客全流程有效衔接的客户经
营体系,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服务竞争力。
夯实基础服务。对标市场、正视差距，重新审视承保、理赔等服务标准和销售
行为，聚焦“快”“简”“专”要求，着力提升基础服务能力，确保基础服务不少
项、客户评价不减分。在满足风控要求前提下，加大流程精简，强化技术应用，提
高时效，实现出单快、查勘快、处理快、支付快，最大限度改善客户体验，重点提
升小额案件服务效率；着眼专业化，进一步提升服务人员包括销售人员专业技能，
提高服务准确性和标准化、专业化水平。
优化增值服务。对标客户需求，丰富增值服务种类、方式，重点向客户提供有
价值、受欢迎、获得感强的增值服务项目，并推进清单化管理及灵活、动态调整机
制，实现增值服务有选择、客户评价有加分。加大“全国道路救援”服务宣传力
度，凡是在公司办理车损险的 9 座及以下非营运车、家庭自用车客户，都可享受
紧急拖车、现场小修、派送燃料、电瓶搭电、更换轮胎五项增值服务。保单有效期
内，每张车险保单可享有 2 次代驾服务，单交强险也可享两次，同时购买交强险
和商业险可享受 4 次代驾服务。
提升服务效率。加强前端服务考核，以更优质、贴心的服务，提升客户满意
度、忠诚度。优化机制，加快从客户投诉处理向投诉管理转型，提升客户诉求处理
水平。加快整合与提升网点、电话、Web、App、微信等服务渠道和手段；建立数字
化服务轨迹档案，实现对销售、业管、理赔、服务等全流程的赋能支持。
二是抓理赔服务实效，实施理赔服务提速工程。
借鉴行业最佳实践，持续优化案件分级分类管理，增强理赔服务科技含量和智
能化水平，最大程度优化客户索赔手续和流程，推进全险类赔案简易化处理，制定
理赔服务提速改善计划，稳步提升市场认可度。
着力提升理赔服务体验。加快自助理赔、在线理赔模式的推广应用，畅通多渠道的
理赔服务平台，加大服务类投诉监督处罚力度，增强触点人员责任、提升服务意
识、提高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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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理赔服务竞争实力。增强理赔服务全国“一盘棋”理念，进一步完善服务
网络，提升系统合力，切实解决好客户最关切最烦心的事。增强理赔与客服、销售
等工作的协调性、系统性，提升理赔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推进理赔流程标准化，构
建理赔服务竞争优势。
三是抓销售服务成效
加快销售服务体系改革。研究推进财险特色“新零售”，适应市场竞争形势变
化和责权利匹配要求，加快推动销售渠道向“专业、高效、精细、特色”转型，打
造渠道发展新格局。提升针对城区和农村市场的有效覆盖。切实提升销售支持能
力。加大新技术在销售服务中应用的广度深度，完善平台功能、加快平台在各类销
售人员中的使用，特别是在互动渠道的应用。加快改善销售工具、承保平台运行效
率。
加快提升销售精准性。根据渠道客户特点，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销售
服务。研究建立分客户群的差异化的精准定价、精准服务体系，提升存量客户的服
务水平、服务时效、价值回馈，提高满意度和服务粘性；根据增量客户来源和需求
特点，通过有竞争力的精准销售举措及综合化保障方案，提高拓展成效。加快新车
业务拓展服务机制建设。

【保险公司如何数字化转型？】
今日银保 2021/04/10
过去一年，疫情影响下，各行各业都意识到了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与
持续性，保险行业亦是如此。如今，保险行业正在评估疫情带来的影响，积极
拥抱数字化转型战略，为未来更长远的发展方向做出规划。
数字化转型的道路看似光明，实则前途漫漫。根据德勤的《保险行业展望
调查报告》显示，有 79%的受访者认为，此次疫情凸显了公司数字化能力的薄
弱和转型计划的不足。而即便一些公司已经对业务转型计划作出了调整，也仍
有高达 95%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2021 年，基于数据分析的解决方案将在保险行业发挥关键作用，同时隐私
和监管也将处于核心地位。在越来越多的传感器、第三方数据聚合和其他替代
性数据源后，迅速增长的数据量使得如今的隐私和监管问题日益突出，为监管
带来了巨大压力。各行各业也都在关注着监管部门是否会颁布新法规，以此监
督云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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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对 数 据 分 析 将 在 2021 年 及 未 来 几 年 带 给 保 险 行 业 的 影 响 ， 以 下 是
Cloudera 做出的四大趋势预测。
趋势一：扩展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应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加速
新冠疫情期间，“零接触”技术迅速普及。与此同时，其产生的大量数据
也在不断涌入保险公司并为其带来海量信息。保险公司自动化理赔的趋势将持
续加快，其还将运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辅助决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消费者行为和更高的消费者预期。
全球知名的法律信息服务商 LexisNexis 发布的一份关于未来理赔技术
的白皮书中，将“零接触理赔”定义为完全没有保险公司员工参与的线上处理
的工作流程。该流程通过运用手机摄像、无人机或自动聊天机器人等技术，便
可完成理赔申报、发票采集以及客户沟通等工作。之后，后台将对反馈回来的
信息进行自动审核，如果审核结果显示其符合理赔标准，保险公司就会自动支
付理赔款，整个理赔过程无需人工干预。“零接触理赔”具有速度快、可扩展
性强以及安全性高等优点，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客户而言都是优选。
目前，一些倾向于规避风险的传统行业也在逐渐接受新的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技术。事实证明，“零接触理赔”技术无需人工干预即可自动执行一定比
例的理赔，这也为保险行业释放了新的信心和可能性。预计在 2021 年，这项技
术将在整个行业中进一步普及。
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保险行业迎来了一个能够更好了解客户需求、
赢得客户信任并提高客户参与度的关键时刻。通过扩展对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数据管理和其他相关技术的使用，保险行业还可以向更好的数字化体验发展，
从而推动更加个性化的客户体验。
趋势二：打造数据驱动型个性化客户体验
由于我们正处于一个互联互通的高度数字化时代，期望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都能够得到快速响应，因此这种期望对于保险服务的高度个性化也提出了要求。
此前，保险客户档案以大量的传统数据作为基础，档案缺乏时效性，无法精确
反应客户的实时需求。而现在，这些传统数据可以与来自传感器、天气数据、
位置和交通更新等新数据源的实时信息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了解和预测保险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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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的保险公司不断开发创新产品，保险行业的格局也将从根本上发
生改变。保险公司正在通过推进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
具体需求。例如，基于包括驾驶习惯、行驶里程、驾驶过往、或者以健康追踪
数 据为依据的健康保险折扣等等因素在内，来执行基于使用行为的汽车保险
（UBI）。这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提升客户体验，从而提高客户的维系率
和续费率。
因此，保险公司将在 2021 年继续升级客户体验，并且在展望其数字战略的
同时，为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方案选择。
趋势三：企业云转型需防范风险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现代化 IT 架构、智能传感器以及其他新数据源等
推动创新的技术都依赖于云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由于保险公司在云端奠定基
础后就可以快速且低成本地部署先进的分析和自动化工具，云转型项目可能会
在 2021 年加速。
目前，还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云转型方法，大多数企业可能更喜欢
采用混合方案。许多保险公司都需要满足数据隐私和处理要求，因此他们必须
至少将一部分基础架构留在本地。保险公司需要在技术和监管环境中找到适当
的平衡。
此外，保险公司还需要解决风险和经营弹性问题。随着云计算引起了全球
多个国家和区域各级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企业上云相关的风险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避免被云锁定，保险公司可以缓解对云环境因缺乏集中度而引发系统性风
险的担忧。
趋势四：数据隐私与监管不断完善
新数字技术的采用意味着无论是在云端还是在本地，都需要保护大量数据。
随着数据分析的不断扩展，围绕客户隐私和权利的法规也在不断完善。
数据隐私保护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关注的焦点。目前，各种关于数据隐私保护的
规定都在陆续出台，比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加拿大《数字宪章
实施法》（DCIA）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出的《跨境隐私规则》（CBPR）。
每一项新规都会为数据隐私增加一层“防护墙”，但同时也增加了复杂性。
保险公司需要能够轻松识别和管理敏感数据，并通过统一的数据分类、沿
袭、建模和审核全平台操作来有效满足监管要求。无论是在本地、云端还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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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方，实现可管理的安全治理与合规，并建立数据保护的信心都至关重要。
保险公司将继续专注于数字化转型，以延续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在步入新常
态的过程中，保险行业一定要认识到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这场演变中起到的
战略作用。

【综合改革视角下车险监管转型升级的思考】
保险业风险观察 2021/04/12
2020 年 9 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新一轮车险改革在“十三五”收官之年正式启动。这
次改革的突出特征是“综合”，在进一步深化商业险改革的基础上，增加了交强险
改革的内容，而且涉及监管机制、基础建设等多个方面，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行业
生态。车险一直是财险业的第一大险种，是财险行业的“压舱石”。面对车险综合
改革带来的重大变化，监管应当顺应时势，提前谋划监管转型升级之策。本文分析
了当前车险综合改革的主要影响，并结合多年来的监管实践，对下一步车险监管转
型升级进行了思考。
1. 车险综改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一）降价增保，消费者受益，对保险公司的成本形成强约束
交强险保费不变，总责任限额从 12.2 万元提高到 20 万元；费率下浮由原来最
低的 30%扩大到 50%。商业车险附加费用率的上限由 35％下调为 25%，基准费率相
应下降；同时，拓展保障责任范围，车损险增加了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
燃、发动机涉水、不计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等保险责任，公司经营成本承
压明显。此次综合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降价增保的力度极大，据了解，改革后
约 90%的车主保费下降，车均保费从 2763 元/辆下降至 2068 元/辆，商业三责险车
均保额则从 92 万元提升到 129 万元，消费者获益明显。在这一升一降的背后，隐
含的是在绝对赔付金额预期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总保费收入的下降，这也是确定指导
性费用赔付结构 25：75 的主要根据，短期内保险公司的成本压力可见一斑。
（二）无赔优系数浮动规则调整，最高保额提升，保险公司的定价能力面临考验
商业车险计算无赔款优待系数时，将赔付记录的考虑范围由前一年扩大到至少
前三年，降低了对偶然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上调幅度。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从 5 万—
500 万元提升到 10 万—1000 万元，更好满足了消费者的风险保障需求。上述浮动
规则的调整，使得保险公司在识别车辆风险时，需要考虑的时间范围更长，而最高
保额提升，使得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的最大损失更多，二者都加大了定价的难度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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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改革前，保险公司定价不精准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改革后，定价失准可能会对
公司带来较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到公司偿付能力和行业稳定。
（三）鼓励产品创新，推进增值服务产品化，检验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
《指导意见》支持行业制定新能源车险、驾乘人员意外险、机动车延长保修险
示范条款，探索在新能源汽车和具备条件的传统汽车中开发机动车里程保险
（UBI）等创新产品。行业落实改革精神，推出了代送检、道路救援、代驾服务、
安全检测等增值服务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规范和丰富的车险保障服务。产品
和服务本应是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长期以来行业在此着墨不多，“产品同质
化、服务费用化”的经营形态根深蒂固。尽管价格和成本仍是竞争的关键因素，但
服务毕竟是资源整合能力的反映，因此，扎实做好产品和服务两篇文章，在终极价
格竞争中实现效用最优，是大中小保险公司均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手续费下降，中介收入减少，中介机构生存承压
改革后车险保费下降必然伴随着手续费的减少。从报备的角度来看，上报的手
续费上限普遍下降了 10—15 个百分点（占保费的比例）；从实际执行的情况来
看，即使考虑各种违规贴费因素，中介机构的收入仍然要下降 10 个百分点左右。
广东的一项调研显示，当车险手续费下降到 11%—17%区间时，有 82.93%的中介机
构可能面临业务收入下滑及利润减少，17.07%的机构可能需要裁掉 20%以上的劳动
合同制员工。
按照这一改革趋势，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将被压缩，而两类中介机构则可能幸
免。一类是业务资源稳定、服务能力突出的机构，可以依靠规模效益、差异化竞争
继续发展。还有一类是无业务、无服务，通过与保险公司合谋开展虚挂中介业务、
虚开发票之类的机构，主要靠收取“通道费”度日，故手续费高低对它们反而影响
不大，但其面对监管风险极大。总之，在波动甚至震荡中不断调整并沉淀的车险市
场，保险公司车险渠道、中介行业都可能会面临重组，需提前引导中介行业做好规
划和转型。
2. 车险改革对行业、公司和监管的总体要求
（一）行业应当直面挑战，坚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 30 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
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车险改革亦是如此。虽然前期历次改革各有成效，但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即价格竞争应引向何处、怎样才能引导好。在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事关车险行业的长远发展和未来
48

根基。车险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成本、产品、服务、风险管控等方面的种种压
力，但克服了这些压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就会进一步成为现实，进而有助于社会
总福利的提升。
从国际经验来看，车险行业在改革后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普遍实施以严格事前审批为特征的州费率监管制度，但行业的经营绩效逐步受
到诟病，1960 年，车险销售费用竟高达签单保费的 44.7%。随后，各州开始了一股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浪潮，改革对车险行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结构上。以南
卡罗来纳州为例，改革后更多保险公司进入当地市场，产业集中度逐年下降，前三
大财险公司的市场份额由 2000 年的 56%下降至 2010 年的 50%，市场竞争更加激
烈。欧洲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逐步放松对车险费率的管制，改革后的一段时
间，欧洲保险公司一直承担着车险承保损失，2009 年，车险综合成本率达到
108.1%的阶段性高点。与美国相反，欧洲车险市场机构退出、兼并收购时有发生。
例如，西班牙保险公司数量在 1989—1998 年间下降 35%，平均保费规模上升
275%。日本 1995 年通过了《新保险法》，明确了“放宽限制、促进自由化竞争”
的改革原则。日本财险公司普遍没有降低车险费率，而是采取扩大保险责任、附加
增值服务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导致车险市场总体保费规模并未下降，但综合成本
率持续攀升，由 1997 年的 92.7%上升至 2010 年最高时的 104.4%。虽然各国在改革
过程中都遇到了各种阵痛，但最终都会出现消费者受益、行业成本逐步趋稳的较好
局面。比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车险赔付率在改革后逐步下降至略低于全美平均
水平，综合成本率在短期上升后基本稳定在相对合理的水平；欧洲的车险综合成本
率在 2015 年已下降到 96.9%，在此过程中，行业的发展质量实际上得到了明显提
高。
（二）公司应当危中寻机，争取在改革中脱颖而出
改革有助于车险行业浴火重生，但每一家公司在改革中的命运却具有不确定
性，应对不当、生存危机甚至被淘汰出局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从车险综合改革运行
初期的市场反应来看，不少公司沿袭改革前的粗放式经营发展思路，对改革的深层
次影响缺乏独立研判，还是使用扩机构、建团队、加投费用“三板斧”，旧模式下
的路径依赖非常明显，未能在成本节约和规模扩张中寻找出发展的平衡点。从这个
角度来看，公司更应当保持理性，在行业改革中寻找机会，突破自我，进而行稳致
远。
以拉美市场最大的保险集团西班牙曼弗雷保险集团为例，其保费收入和盈利主
要来源于车险业务。曼弗雷集团通过整合车险上下游的服务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全产业链服务，反而提升了车险经营效益。主要做法包括：一是于 1983 年，率先
创立道路安全试验中心，通过对汽车修理进行调查研究及试验，不断研发新的汽车
49

碰撞破损修理方法，降低汽车维修成本，减少保险理赔支出。二是在道路救援、汽
车金融、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维修保养等方面尝试延伸产业链。目前，曼弗
雷救援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救援企业，与全球 1000 多家保险机构合作，为
120 万户家庭提供救援保障，在全球拥有 16 万家供应商。汽车金融领域在 2018 年
实现营业收入 9.33 亿欧元。三是向客户发行俱乐部会员卡，非客户可以交费购
买，提供汽车救援服务、法律援助服务、交通罚款抗辩保障、医疗救助服务、使用
会员卡交纳保费提供额外优惠等服务。目前，曼弗雷汽车俱乐部的会员规模已发展
到 100 万人。
（三）监管应当加强引导，竭力推动改革不断深入
西方监管侧重于对市场机制的补充，我国监管不仅致力于纠正市场失灵，也试
图创设和维护市场，同时还需兼容一些其他社会目标。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国
内学界持续探讨金融监管体制现代化的问题，分析研究各国体制优劣，提出完善国
内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主流观点仍然是渐进式的，既要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尊重历史发展路径、借鉴不同体制优势、强化监管等。车险
监管要适应当前金融体制改革思路，通过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市场在金融要素配置中
的作用，同时继续发挥好引领市场的作用。
在车险综合改革中，顶层设计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是保证改革平稳实施、促进
改革成效最大化的关键因素。第一，不因行业波动而终止改革。改革初期，旧模
式、新力量均在寻求利于自身的最优解，在市场博弈中，有可能重回“囚徒困境”
的不利解，应足够重视市场力量在车险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市场的波动震荡最终会
教育市场主体并推动其实现自我理性，故不能被短期可能的不利局面所干扰。第
二，要有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消费者保护、维护行业稳定的制度安排，车险监管应
在多重约束下实现多个目标的动态平衡，张弛有度地推动改革不断深入。第三，放
得更彻底，管得更到位。市场化是不断推动车险综合改革的应有之义，如果放的力
度不够，则很可能会把监管自身推向进退两难。适应市场化改革下的车险监管转型
升级则是管的范畴，如何在管费用和管价格的老模式下脱身，实现车险监管的自我
完善已是迫在眉睫，与其前端堵漏，不如后端倒逼，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
切实推动的方向。
3. 车险监管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在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平稳
从静态来看，根据改革初期的数据，商业车险车均保费下降约 25%，而交强险
的保额单向提高，商业险的保障范围在扩大，保险公司成本压力极大。从动态来
看，改革后车险赔付率在费率端压力下，各种主客观因素形成的“跑冒滴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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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明显变小，以往综合费用率和综合赔付率的跷跷板效应也可能会逐步发生改变，
但改变路径还有待观察。目前，行业呈现出过度悲观与过于乐观的预期并存，一定
时间内市场总体销售费用会在部分乐观公司的带动下非理性偏高，行业改革后的综
合成本不容乐观，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将不断发挥。我国台湾地区就有前车
之鉴，在 2002 年车险市场化改革后，首次出现了财险公司失败的案例。稳定的车
险市场应在合理区间内波动，这样才能不伤及车险利益链条的各类市场主体。在存
在恶性竞争惯性的车险市场，一定期间内市场稳定的压力将明显加大，监管这只有
形之手的合理性边界或许会模糊化，监管部门面临的压力将更大。
（二）打击屡禁不止的市场乱象
车险市场乱象由来已久，早期虚假保单、坐扣保费等各类问题丛生，有的还十
分恶劣。如今虽然大部分违规问题已得到根治，但留下了虚列费用、虚构中介业务
两块硬骨头，车险市场乱象整治依然在路上。此次力度空前的车险综合改革对治理
虚列费用和虚构中介业务两大顽疾应是一个治本的契机。这两个问题本质上仍是价
格问题，是否存在剩余价格或者说将剩余价格引向何处依然需要加大力度研究完
善。从已公布的监管处罚结果和改革后车险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车险市场的违规
行为一直集中在费用上。车险市场持续不断的“治乱循环”，严重分散了公司的经
营精力，极大浪费了监管资源，是行业发展的“毒瘤”，必须拔除，但任重道远。
（三）理赔难有死灰复燃的风险
理赔难曾是车险行业备受关注的焦点，但得益于改革前的车险价格宽松以及监
管部门的大力治理，目前已有明显改善。车险综改后，如果前端实际费用下降不
够，则在成本控制的压力下，对明显上升的赔付率进行非合理管控的风险骤然加
大，向理赔要效益的经营思路会得到惯性加强，进而导致拖赔、惜赔、无理拒赔的
老问题再次出现。理赔是车险服务的核心内容，是消费者的核心利益，如果基本的
赔款金额、时效不能保证，则提升车险服务水平将无从谈起，消费者的举报投诉也
势必反弹，行业高质量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管好理赔是监管必须守住的关
口，在此基础上，服务提升、产品创新方为可能。
（四）妥善应对中介行业变化
虚构中介业务可简单看成一个套取费用的通道，在此假定下，只要中介机构截
留的点数不变，手续费绝对水平的下降对中介行业影响有限。如果中介机构真正开
展代理业务，那么它的收入在改革后确实会减少，但是这种减少也会因为向客户返
还费用的减少而被抵消，从而实现手续费收入基本稳定。实际上，真正对中介行业
构成冲击的，应该是其他渠道对中介渠道的替代。比如当中介手续费下降到 15%及
以下的时候，中介机构类似于向各家保险公司“招标”的议价能力将显著压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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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很多业务可能就会流入到公司其他渠道，导致中介行业整体萎缩。对于中介公司
较多的地区，需要对中介行业的变化情况保持关注，避免出现较大波动后的异化，
进而引发次生风险。
（五）有效提升监管手段和效能
此次车险综改提出了两项新的政策工具：费率回溯和保费不足准备金。前者用
于对公司上报的费率、手续费实际执行情况以及利润预期等指标进行回溯和纠偏；
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完善车险准备金监管制度，及时准确体现经营损益情况。监管部
门应在坚守“数据真实”和“报行合一”两条底线的基础上，用好监管新工具，探
索治理车险市场顽疾的治本之策。此外，改革还提出全面推行车险实名缴费制度，
积极推广电子保单制度，这两项制度有利于提升信息透明度，对防止销售误导、垫
付保费、代签名等行为有直接作用，也有助于治理其他违规行为。市场在进化，监
管的工具箱也在不断丰富，但新监管工具的规范运用、合理使用，尚需要在动态变
化中逐步完善摸索，这一摸索的过程会传导到市场，进而对监管的效能产生不确定
的影响。
4. 车险监管转型升级的主要思考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车险综改后的第一个完整年度。要确
保车险综改更加平稳，监管应进一步发挥数据力量，从管费用向调价格转变，从管
前端承保向管理赔服务转变，不断推动监管转型升级。
（一）把握改革精髓，转变行业发展理念
面对改革与发展的挑战，行业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车险综改提出：“财险公
司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调整优化考核机制，降低保费规模、业
务增速、市场份额的考核权重，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合规经营、质量效益的考核要
求。”当前，车险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对保费规模的偏执性追
求。对规模的过度追求势必牵引前端资源过度投入，进而忽视了必要的服务投入，
致无米之下巧妇难炊。监管应从总公司入手，以宏观调控这一有形之手拨正市场无
形力量的发力方向，引导公司走内涵式、精细化发展道路，从源头上解决内生问
题。
（二）探索治本之策，提高监管的主动性、前瞻性
一直以来，车险监管的重点都在市场的前端，即费用问题，导致监管陷入事后
整治的恶性循环。费用问题在业务财务上体现为数据不真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延期支付，公司超过“报行合一”的市场费用不及时入账，逐步形成体外
循环，使得财务报表失真，导致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不匹配，进而不能够及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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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反映实际的经济活动。二是违规错配，比如在业务及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之间腾
挪，在销售费用与理赔费用之间转换，在车险费用和非车险费用之间跨险种转移，
导致监管“看不清”市场。监管部门应顺时探索费用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方面，从
管费用向调价格转变。充分利用车险综改赋予的回溯监管权限，按照“最大限度减
少监管对车险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的改革精神，对于费用违规突出的公司责
令调整商业车险费率或自主定价系数范围，压缩公司违规投放费用的空间，进而带
动行业更快回归理性。另一方面，加大对违规列支费用的追责力度。对达到一定程
度的违规行为，追究总分公司层面的管理责任，对车险、财务相关部门进行追责，
尤其是要对分管领导追责。结合市场监测，对延期列支的问题早发现、早治理，坚
决避免倒逼监管的情况出现。
（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理赔、服务、产品监管
将在费用监管上投入的精力向消费者权益保护转移，从主要管销售行为向管理
赔、管服务转变。理赔方面，加强对报立案时效、平均结案周期、案件重开率、零
结案件率、估损偏差率等数据的监测分析，对公司理赔质量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
探索从举报投诉入手，重点关注亿元保费举报投诉案件长期处于高位、短期突然上
升的公司，借鉴证券监管的做法，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公开谴责，并依法
用重典。对于个别百元保费准备金明显低于行业平均值且无法合理解释的公司，应
采取监管措施促其回归合理水平，确保消费者理赔得到充分保障。服务方面，做好
现有四个增值服务条款销售、使用情况的调研分析，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不断
完善服务条款内容。从客户需求的角度出发，在银保监会的统一部署下，研究开发
新型服务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体现各地市场的个性化需求。产品方面，
落实车险综改精神，按照风险可控、总额控制的方式，试点推进新车险产品的开
发，争取开辟新“赛道”，在拓展行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应对未来车险的新变
化积累经验。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明显加速的情况下，及时推出新能源车险产
品不仅有利于行业自身发展，也是服务汽车产业的应有之义。
（四）引导中介市场有序调整，塑造良性市场生态
对于中介渠道的作用存在两个极端认识：一是中介机构作用很小，主要是套费
“通道”；二是如果没有中介机构的大范围展业，车险业务的覆盖面、便利性都会
下降。市场竞争条件下，中介市场理应汰劣存优，但目前，中介机构退出的数量显
得偏少。随着改革的深入，综改后车险成本的真实情况会逐渐显现，未来，手续费
可能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应按照把握节奏、平稳有序、做足预案的总体原
则，同步做好中介市场的调控，坚持坚决清除和重点扶持的方向，尤其是要在保持
市场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加大清理力度，进而推动真正潜心经营的中介机构做大做
强，稳步推进保险公司与中介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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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科技赋能，提高监管的数字化应用能力
车险监管虽早已不是“刀耕火种”，但在数据实时性、便利性和全面性方面依
然需要“脱胎换骨”。银保监会财险部《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
意见》对行业的要求是到 2022 年，车险业务的线上化率要达到 80%以上，对监管
的要求是发展线上监管科技，探索建立数字化监管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在与保险公司博弈的过程中，监管数据基础依然薄弱、技术手段依然落后成为车险
监管的“卡脖子”问题。因此，要进一步加强车险数据的集中、开发和利用，为监
管部门提供更加及时、全面、系统的数据支持。如果短期内无法满足区域性特殊需
求，应在统一管理和规划下，允许部分车险规模大的地区，结合当地实际，开发省
域性车险平台，满足个性化数据和报表需求。有了覆盖承保、理赔、财务的多维度
数据，才能建成每月、每周，甚至每日的多区间监测体系，监管才能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采取措施，同时，有的放矢地支持车险创新，逐步实现监管转型升级的工作
目标。
(来源 | 保险业风险观察，作者黄海晖，编辑 | 广东保险学会)

【千亿市场规模，险企入局却为何是“雷声大雨点小”？】
互联网保观

2021/04/26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于宠物也越来越
爱护。根据《2020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给出的数据，2020 年全国城镇犬猫数
量超过 1 亿只，同比增长 1.7%；全国城镇养宠（犬猫）主人达 6294 万人，较 2019
年新增 174 万。身为一名合格的铲屎官，衣食住行都要为自家“毛孩子”安排妥
当，也由此激发了一个规模上千亿的宠物市场。2020 年，中国城镇（犬猫）消费
市场规模达到 2065 亿元，同比增长 2%。
相比起在整个养宠消费结构中占比最高的食品，宠物诊疗、宠物用品成为消费
增速最快的两个细分品类。其中宠物诊疗支出增长 6.2%，消费者对宠物医疗方面
的需求飞速提升。这实际上也是让很多养宠人士能够“感同身受”的一点：一去诊
所，动辄上千元的诊疗费用也不禁让人感叹，宠物看病原来也是一样的贵。
千亿市场，保险行业有何机遇？
乘着这股东风，针对宠物看病贵这一痛点，国内多家保险公司推出了相关宠物
险，意图抢占“新”市场。事实上，与海外一些宠物险已发展的较为成熟的国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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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一险种对我国保险行业来说，确实足够新。公开数据显示，瑞典宠物参保率
达 40%，英国宠物参保率约 25%，日本宠物保险的覆盖率约 7%，在亚洲排名第一，
而我国的宠物险覆盖率尚不足 1%。
3 月，平安产险与动物保健公司硕腾中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意在共建宠物
“保险+医疗”服务体系，让宠物也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健康管理服务。据报道，此
次合作，平安产险突破了传统保险产品保障单一的弊端，围绕宠物疾病预防保障、
严选宠物医院体系、专业诊疗服务等，打造“一站式”的保险保障和健康服务。与
市面上其他宠物险产品相比，该款产品将疾病预防纳入服务范围，成为一大亮点。
实际上早在 2020 年，平安就推出了“平安爱宠医保计划”，成为国内首款集聚 0
免赔额、严选医院窗口直赔、续保不受年龄限制为一体的宠物保险产品，在上海、
成都两地开展了试运营。
传统险企发力的同时，互联网保险平台也不甘示弱。例如，腾讯微保推出宠物
大病医疗险，用户需支付 88 元/年的保费，保障额度为 30 万，免赔额为年累计
3000 元。具体到产品内容，该款产品保障对象为出生满 30 天到 10 周岁的猫狗，
报销范围涵盖意外（高空坠落、骨折等）和疾病（毛瘟热、犬细小、肾衰竭等），
可以说是比较标准的宠物医疗险。

微保、支付宝推出的宠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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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与百万医疗险等产品发展过程做类比的过程中，有一个答案是呼之欲出
的：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至关重要。因此，除了产品设计，寻求多场景、多渠道的
合力也应在险企考虑范围之内。以宠物健康管理平台友安为例，据报道，其与中国
平安、众安在线、蚂蚁金服等多家公司展开合作，将险企、宠物医院、养宠人士链
接起来，为多家保险公司提供在线问诊咨询、宠物线下门店服务预约与管理等多项
服务。
具体到险企和宠物医院、宠物店合作的形式，目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相关保
险产品放在宠物店售卖，只要有用户购买，宠物店也能拿到相应的奖励；另一种是
宠物医院不直接售卖相关产品，只是当客户有需要时，提供保险公司事先给予的相
关资料，想要办理仍需通过保险公司这一渠道，但在产生理赔时，用户可通过宠物
医院将相关数据回馈给险企。
站在保险行业的角度，险企是针对铲屎官们的种种痛点完成了产品的设计，但
真正将宠物险投入市场，铲屎官们对此又有何看法呢？
产品推出=万事大吉？
从目前反馈来看，养宠人士对宠物保险产品的观念不一。在市场宣传下，一部
分铲屎官通过不同渠道购入了相关宠物医疗险，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保费
确实不贵，几十元或是几百元在承受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是保障内容大差不差，
常见疾病都覆盖到了，有需要之时多少也能省些看病钱。
但另一部分铲屎官对于宠物险则持相反观点。首先，虽然是宠物医疗险，但同
百万医疗险等产品一样，免赔额的设定、疾病保障范围、投保须知等内容对于消费
者来说过于复杂，在未来也有可能不会发生的问题面前，很少有用户愿意花时间去
研究相关产品。
其次，消费者购买了宠物医疗险后，若是想要获取理赔，需要在定点医院就
医。以微保推出的宠物医疗险为例，消费者需在宠物就诊前预约定点医院，之后理
赔虽然可在线上完成，但仍需提交门诊/住院病历或诊断、医疗发票、费用清单等
资料。根据产品介绍，目前该款产品涵盖了全国 1600+医院，但具体到每个城市、
每个区，可选择的定点医院数量不均。以杭州市为例，江干区有 10 家定点医院，
上城区仅有 3 家。而在处理一些宠物常见疾病时，距离的远近可以说是大部分铲屎
官选择就诊医院的关键原因。而另一些没有要求在定点医院就医的宠物险产品，定
点与非定点医院的报销比例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另外，理赔资料的提交对于一些铲屎官来说也有些繁琐，针对所提交资料的严
苛审核也让一些购买了宠物险产品的消费者有了不好的体验。有时，对于暹罗这类
毛色会发生变化的猫，铲屎官们不得不面对“如何证明这就是我的猫”的窘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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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好不容易两三次提交补齐了所需资料，又很有可能已经超过提交的时限。被拒
保的次数多了，消费者们自然就不愿意再花这个“冤枉钱”。况且，由于免赔额的
设置，宠物得了小病的治疗费用基本不会达到“及格线”，理赔甚至无从谈起。
除了医疗服务覆盖范围、理赔等环节出现的问题，保障对象的设定也“劝退”
了一部分想要购买宠物险的用户。和老年人很难选到合适的保险产品一样，老年宠
物可选择的空间也比较少，购买的意义并不大。
最后，作为与保险产品有天然联系的医疗，相比起国外较为正规的宠物医院体
系，我国宠物服务市场发展并不完善，诊疗的标准、药品的定价不透明，不同宠物
医院间的差异较大。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诊疗费用，消费者最后能不能获取理赔同样
是未知数。例如，由于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同款疫苗在不同的宠物医院可能是 3
种不同的价格，而且对于治疗范围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从宠物药品角度，本身相关
研发公司的数量少、研发周期长，处方药主要以海外巨头为主，规定可用于宠物治
疗的药品远远无法满足宠物诊疗需求，宠物医院违规用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而在产品本身的问题之外，相关营销策略的缺失也是宠物险“不温不火”的原
因之一。因为在宠物险市场发展初级阶段，相关产品一般不会是各大险企的主推。
若是通过与宠物店、宠物医院合作的方式进行营销，单个店铺的覆盖范围有限，且
基本以个体私营为主，连锁化率较低，很难帮助险企触达大部分用户。根据小动物
医师学(协)会给出的数据，截止 2019 年 4 月，全国宠物医院数量超过 15000 家，
其中非连锁医院占比达 89%。一般的品牌难以形成较大规模。更不用说还存在铲屎
官们本身进到宠物医院的频次就低、险企进行营销管理困难等问题。
以上提到的这些，站在用户的角度，都成为制约宠物医疗险发展的几大难点，
大部分目标人群对相关产品和服务仍处于观望的态度。
机遇、挑战并存，险企如何“逢凶化吉”？
另一方面，宠物医疗的相关问题也在困扰着保险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进
行风险控制。同样是面临宠物诊疗标准、费用不透明，虚假治疗、过度治疗等问题
的出现，让一些中小保险公司不敢贸然进入宠物险领域。况且目前宠物不像人，每
次就医等过程都会留下病历等数据，宠物带病投保以及由此引发的骗保等难题显然
要更难解决。另外由于医疗数据的缺失，相关产品设计、定价的合理性很难追求
“极致”，宠物保险的价值也就很难体现。
其实从商业角度出发，任何新兴市场都没有绝对的利而不存在弊，宠物险领域
也是一样的。想要获取长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难点的逐一击破。针对用户的种
种质疑，保险行业也希望通过多种力量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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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宠物身份识别难这一痛点来说，2020 年，支付宝保险平台宣布开放宠物鼻
纹识别技术，可利用宠物鼻纹的唯一性和不变性，为宠物建立专属的电子档案，实
现一键理赔。同时，支付宝联合大地保险、众安保险，将这一技术第一次应用于宠
物保险。
另外随着市场的成熟，相关产品的设计也应该与时俱进。以总部位于香港的数
字保险平台 OneDegree 为例，2020 年 6 月，根据市场反馈，OneDegree 对毛价保进
行了改进，包括将宠物的保障年龄提高至 11 岁、不限定宠物诊所、为用户提供三
个月的免费产品试用，让消费者更乐于了解这款产品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而针对医疗数据的问题，OneDegree 选择与香港 1/3 的兽医诊所进行合作，
兽医诊所的网络将与 OneDegree 直接对接，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还加快了理赔等相
关流程的速度。

图片来源：OneDegree 官网
2020 年 12 月，OneDegree 与壁虎互助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将共同为中国大
陆市场开发宠物保险产品。首先，OneDegree 与壁虎互助合作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宠
物线上互助社区，壁虎互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海博表示：“依托于线上互助社
区，我们能够释放新的价值，降低开发宠物保险产品的障碍。”
从其他市场的相关经验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宠物险市场要想取得长期发展，
不是保险公司一方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以最让大陆险企头痛的身份认证为例，香港
的法律法规规定，为了控制狂犬类疾病等，需要在所有犬类体内植入芯片，同时领
养的猫体内也有芯片。这在无形中就为险企开发宠物险产品省去了很多麻烦。
但乐观来看，技术的进步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宠物身份识别的方法，虽然我
国宠物险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但在用户教育、产品设计、服务等环节，险企都在
努力寻求一个最佳解。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这一千亿市场能真正得到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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