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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保险投资双轮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中国太平

2020/02/17

疫情挡不住复工的步伐。没有复工复产，就难以取得抗“疫”战争的胜
利。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积极发挥金融保险优势，在向武汉地区抗疫医护人员捐
助两款专项保险保障、已赔付 455 万元的基础上，推出十项措施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
太平财产保险公司在不加收保费的前提下扩展雇主责任险项下附加新冠肺
炎条款，为企业复工面临的雇主责任风险提供保险保障。截止 2 月 14 日，已经
为 2612 家中小微企业提供 26 亿元的风险保障。为全国 200 多家运输企业、1
万多家旅行社免费延长了停业期间保险期限。充分发挥信用保证保险产品融资
增信功能，为生产防疫物资的江苏华系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正沃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帮助企业缓解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太平
财险北京分公司作为北京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承保主体，统筹事故预防专项费
用使用，为复工复产企业采购防护用品提供资金支持，并为企业提供安全风险
评估、疫情防控培训和隐患排查服务，降低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对疫情防控工
作表现好的企业，给予次年保险费 10%的费率下浮优惠奖励。
太平养老保险公司对中小企业团体意外险和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免费扩展新
冠肺炎保险责任，向全体企业客户免费开放高端客户专享的“24 小时电话医
生”服务。太平养老河南分公司紧急为宁陵中储粮国家粮食库 45 名返岗复工员
工办理意外保险。太平养老四川分公司为企业客户赠送口罩等防护用品，帮助
企业复工。
太平科技保险公司为科技企业客户免费扩展新冠肺炎保险责任，提供便捷
的融资保证保险服务，为科技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支持。
太平香港保险公司针对疫情影响，为香港企业客户增加企业员工强制隔离
保障，拓展货运险保单责任，对由于货物进出口检疫原因而被拒绝收货的退运
费用损失进行补偿，对符合条件的饮食业小微企业客户，续保费率下调 10%，
对经营存在困难的客户，缴付保费宽限期延长 180 天。
太平再保险公司发挥优势，对复工复产重点企业提供再保、分保解决方
案。针对保险公司在原保险条款基础上扩展承保新冠肺炎保险责任，扩展相应
的再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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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资产公司积极发挥保险资金的作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在抗疫期间
成功投资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 亿元，减轻企业偿债压力，为维护武
汉地区非常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出力。为青海某集团融资计划提供部分
展期，缓解企业近期因疫情影响造成资金压力。
太平石化金租公司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产生阶段性还款困难的企业，不盲
目抽贷、断贷、压贷，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对受疫
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对与疫情防控紧密相关的医疗、医药设备租赁业务，下调
租金率。
太平投资公司对 276 家租赁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安全复工提供防疫支持，协
助租户快速办理复工复产报批，帮助企业厂区开展消毒，共享防疫物资采购渠
道。对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租户，酌情减免部分租金，
免收缓交、迟交租金滞纳金，拖欠“电、气、水、暖”等费用的，欠费不停
供。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中国太平责无旁贷。

【中国太平紧急支援武汉抗击疫情】
中国太平

2020/01/26

2020 这个新年，注定是个刻骨铭心的新年。武汉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中国太平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急行
动支援武汉。
大年三十晚上，中国太平发挥境外经营优势，海外机构积极采购防疫急需
医护用品。首批采购的 N95 型口罩已于 25 日运抵武汉。目前中国太平其他海外
机构采购的 3 万多个口罩，正运往武汉途中，捐赠给武汉的两所医院。目前采
购还在继续中。
大年初一晚上，中国太平领导班子连夜研究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重
要精神措施，发挥保险功能，积极支持医疗救治，紧急推出保险支援方案，决
定为所有奋斗在武汉地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本地和外地支援的疾控和医护人
员捐赠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保额的专属保险。包括医护和疾控人员确诊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导致伤残、身故责任，以及在支援抗击疫情途中发生的交通工具
意外导致的伤残、身故责任。此外，扩展至若医护和疾控人员确诊感染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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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确诊受其感染导致的伤残、身故责任。保险的生效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4
日零时，保险责任向前追溯 30 天。保险期限为一年。
此保险命名为“医安心”，中国太平旗下太平人寿、太平财险、太平养
老、太平再保险联合承保。
此前，太平人寿、太平财险、太平养老均出台紧急应对举措，向社会公布
先行赔付后补齐资料、取消重疾险医疗险等待期、取消赔付医院限制、取消用
药及治疗方式限制、取消自费项目赔付限制、为客户开发 24 小时电话服务等措
施。中国太平在港保险机构也针对内地跨境客户、香港本地客户，及时推出了
相应服务。

【中国太平向湖北省捐赠 1000 万现金和 1000 万专属保险】
中国太平

2020/01/29

众志成城，攻克时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牵动着中国太平
人的心。在 1 月 25 日向武汉地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本地和外地支援的疾控和
医护人员及其家属每人捐赠 30 万元人民币保额保险的基础上，1 月 29 日，中
国太平保险集团再次推出两大援助举措应对疫情，一是向湖北省捐款 1000 万人
民币， 二是向武汉地区抗击疫情的本地和外地支援医护人员追加捐赠保险保
障。
中国太平此次推出的两大援助举措，具体来说，一是向湖北省捐款 1000 万
人民币，专项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具体使用由湖北省政府
调配。
二是再次向武汉地区抗击疫情的本地和外地支援医护人员追加捐赠保险保
障，对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人员每人赔偿 5 万
元人民币，总额度 1000 万元人民币。保险的生效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4 日零
时，保险责任向前追溯至疫情开始之日起，保险期限为一年。
此保险命名为“医无忧”，由中国太平旗下太平养老主承保，太平人寿、
太平财险、太平再保险联合承保。与此前捐赠的“医安心”专属保险，为在武
汉一线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免费提供双重保险保障。这是目前对武汉医护人员
保险捐赠中唯一“确诊就赔”的，一线医护人员受益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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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太平还发挥境外经营优势，海外机构积极采购防疫急需医护用
品。目前，中国太平各海外机构已采购到 N95 口罩、医用口罩 50000 只、医用
防护服 2000 件，将统一捐赠给武汉地区医院。

【中国太平已向武汉医护人员支付捐赠保险赔款 315 万元】
中国太平

2020/02/11

面对疫情，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战胜疫
情不止于致敬，中国太平向战斗在武汉防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捐赠了两款专属保
险“医安心”、“医无忧”,竭尽全力为抗疫一线的“战士”解决后顾之忧。
截至 2 月 11 日 12:00，中国太平共完成 45 例“医无忧”医护人员理赔，
赔付金额 225 万，涉及 15 家医院； “医安心”捐赠保险赔付 90 万元，涉及 3
名医护人员。
开通疫情绿色理赔通道
为了更好地做好服务工作，中国太平旗下太平人寿、太平财险、太平养老
均出台紧急应对举措，开通疫情绿色理赔通道。对武汉捐赠保险的主承保公司
太平财险、太平养老、太平再保险主动对接主管部门，积极联系医院，密切关
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动态。保险驰援同样是与时间赛跑，时值武汉封城特殊
时期，中国太平湖北机构的运营人员全部通过远程快速办理理赔。
2 月 1 日，从新闻报道上得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被确诊新冠
状肺炎的消息后，太平养老湖北分公司负责人致电李医生进行慰问，并直接受
理他的报案，当天 19 点在完成 5 万元理赔款转账后分公司负责人再次与李医生
联系确认理赔款到账并安慰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不想几日后李医生不幸离
世。2 月 8 日，负责“医安心”捐赠保险服务的太平财险湖北分公司也启动快
速赔付，将 30 万赔款支付给李医生家人。
专项保险为医护人员提供双重保障
战“疫”当前，无人能外。中国太平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继续开发两
款新产品，细致开展保险理赔，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援武汉、支持一线医护人
员。
一是向所有奋斗在武汉地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本地和外地支援的疾控和
医护人员捐赠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保额的专属保险，包括医护和疾控人员确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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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伤残、身故责任，以及在支援抗击疫情途中发生的交
通工具意外导致的伤残、身故责任。此外，扩展至若医护和疾控人员确诊感染
后，其配偶确诊受其感染导致的伤残、身故责任。
二是向武汉地区抗击疫情的本地和外地支援医护人员追加捐赠保险保障，
对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人员每人赔偿 5 万元人
民币，总额度 1000 万元人民币。
疫情期间，快速完成每一笔理赔，是中国太平作为险企发挥保险保障功
能，发挥保险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彰显保险业价值和社会担当应尽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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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2020 年全球财险业发展趋势（上篇）】
保观

2020/02/07

近年来，财险业发展迅速，然而全球变化较快且不可预测，财险公司需要密
切关注市场动态。
当下，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财险行业正在经历缓慢但有弹性的
保费增长，2018 年经通胀调整后的保费增幅为 3.0%。低利率环境预计至少在未
来两年内仍将持续。到 2020 年，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 2.8%，这将进一步挤压财
险公司的整体收入和盈利能力。
在这略显严峻的金融服务环境中，财险公司应如何攻坚克难。咨询公司凯捷
（Capgemini）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总结了 2020 年全球财险行业的十大发展趋
势（以下是其中五项）：
趋势一: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使保险公司完善风险评估模型
全球自然灾害频发正促使保险行业加强风险评估技术，获得更精准的定价，并缩
小保障缺口。
背景介绍
《2019 年世界保险报告》(World Insurance Report 2019)发现，只有 13%的个
人客户和 22%的商业客户表示，他们对自然灾害和天气相关灾害造成的新风险持
有全面保险。
2017 年和 2018 年是天气类灾难造成的持续损失最高的年份。
在易受灾地区，持续的人口增长已呈趋势。例如，2016 年，多达 6000 万美国公
民生活在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而 2000 年只有 5200 万。
关键因素
不断增加的重大自然灾难事件增加了对准确风险评估的需求。
过时的灾难模型无法准确衡量风险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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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风险环境不断变化，保险公司必须通过持续、实时的风险评估，积极主动地
开展工作。
趋势概述
保险公司正在改进其风险识别和量化技术，深入了解由更频繁的自然灾害引发
的新风险，并战略性地规划其产品管道。
澳大利亚保险集团(IAG)与美国保险业数据分析巨头 Verisk 子公司 AIR 合作，建
立了一个新的地震模型来管理新西兰的巨灾风险。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整体的风险
视图，帮助 IAG 更好地管理风险，减少对社区的威胁。
美国保险科创公司 Kin Insurance 为在灾难易发地区的房主提供服务，利用公开
的网络数据打造定制化的家庭保险产品。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气象灾害的威胁，重新评估风险模型、改进定价、提高投保人
的意识成为当务之急。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正在重组美国洪水保险计划，以更好地衡量风险
潜力，准确地为风险定价，同时使代理人和投保人更容易理解。
行业启示
◇ 持续性、实时性风险评估将帮助保险公司更好地了解风险，并对保单进行公
平定价。
◇ 准确的定价将有助于获客，并缩小保险差距。
◇ 保险公司还可以提高客户的巨灾风险意识，并促使他们优化其承保范围。
趋势二: 保险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保险公司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加强风险评估和监控能力，并专注于风险预防。
背景介绍
保险公司正在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整个价值链，实现全流程的智能自动化。
现在，重点已经转移到增强风险管理能力的 AI 解决方案上 — 包括持续的风险
评估、实时监控和风险预防。
关键因素
8

对风险状况的非准确评估让保险公司付出了沉重代价。
物联网和无人机等技术的进步，再加上边缘计算，可以收集大量精细化数据。
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如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的进步，为利用来自不同来源的
数据生成可操作的见解开辟了道路。
趋势概述
借助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和计算机视觉技术，保险公司现在可以准确评估风险敞
口，从而制定更好的定价策略。
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数字财险提供商 State Auto 部署了 AI 解决方案 Flyreel，
利用投保人的智能手机摄像头拍摄的视频，用于财产保险承保、风险管理和索赔。
保险公司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和预测建模来创建复杂的工具，提供公司网络风险
的实时视图，并检测和击退网络攻击。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与保险技术公司 FRISS 合作，提供基于人工智
能的反欺诈解决方案，借此，财险公司可以为投保人提供承保和索赔欺诈检测的
实时风险评估。
保险公司正在评估无人机和卫星图像收集的数据，建立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模
型，对个人和商业财产进行自动风险评估。
保险公司利用联网设备和移动 App 实时监控物业，并提供个性化的安全提示和
及时的警报和帮助。
利宝相互保险（Liberty Mutual）在其孵化器 Solaria Labs 的支持下，推出了
订阅式服务，专门监控家庭系统和电器，并在发现维护需求时通知用户。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车联网数据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获得关于司机风险潜力的
准确实时信息，并通过给更安全的驾驶员奖励保费折扣，来提高道路安全性和改
善驾驶行为。
美国电气(Electric Insurance)保险公司通过手机 app 跟踪客户的驾驶行为，并
提供定制化的驾驶提示，提高客户的安全与效率。
行业启示
◇ 通过鼓励安全行为，提供及时的警报和帮助，保险公司可以成为客户生活中
的合作伙伴和风险预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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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的风险评估将帮助保险公司更好地为风险定价，并提高承保利润率。
◇ 由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是基于数据的，保险公司必须警惕地与法规监管、客
户对数据隐私的担忧保持一致性。
趋势三: 保险公司向小微企业提供直接参保渠道
小微型企业主购买保险的方式与个险类似。因此，保险公司通过提供直接参与的
渠道，打造优质的客户旅程。
背景介绍
小微型企商业将迅速扩张，相关保险市场将按比例增长。
在小微型企商业中，经营者做出与保险相关的决定，而他们的购买行为通常与个
险领域相似 — 看重便利性、敏捷性和个性化。
关键因素
小微型商业主往往在数字工具的支持下开展业务，因此他们自然倾向于数字参与
渠道。
小微型商业主对价格敏感，寻求低成本的商业保险配置。
直接平台将成为进入服务不足领域的竞争优势，比如以零工经济为基础的业务。
趋势概述
小微商业市场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创业活动和零工经济的兴起。仅零工经济一项，
预计到 2025 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到 3350 亿美元，这种高增长潜力也使其成为保
险公司的战略目标。
同时，到 2020 年，60%的业务将由千禧一代拥有，他们更喜欢通过数字渠道与保
险公司互动。
为了迎合企业主不断变化的便利性和灵活性需求，保险公司正在转向数字平台。
美国前进保险（Progressive）推出了专为小型企业设计的在快速购保平台
BusinessQuote Explorer(BQX)。该平台能根据每个企业主的需求，提供来自多
家保险公司的在线保单报价服务，涉及企业所有者险、工伤赔偿、一般责任险和
专业责任险等业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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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保险集团与初创公司 CoverWallet 携手推出在线小微企业保险平台，帮助
企业主在几分钟内确定所需的保险种类、获取实时报价、购买保险、在线管理保
单。
随着从定制数据湖、外部数据聚合器和第三方数据提供商等多种来源获取客户
数据的能力增强，保险公司可以专注于低无接触/全自动化承保，从而简化保险
购买过程。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旗下的保险集团 BiBerk 推出了一
款针对小企业的综合保险产品，将多种险种结合在一起。这款新产 品名为
“THREE”，仅仅三页篇幅，结合了工人赔偿、多重责任险(包括一般责任、错误
和疏漏，以及网络风险)、财产和汽车保险众多领域。
行业启示
◇ 虽然直销平台可以提供明确的优势，比如更快的周转时间和降低运营成本，
保险公司必须遵循一个平衡的战略，继续专注于代理和经纪人渠道，并保持他们
的忠诚度。
◇ 保险公司应专注于有效的数字营销策略，以实现直接参与渠道的预期结果。
趋势四: 法规监管和客户担忧促使保险公司关注数据隐私
在利用数据改善整个价值链过程的同时，保险公司必须解决客户和监管机构对数
据隐私的担忧。
背景介绍
保险本质上是数据密集型的行业。技术进步使保险公司可以访问新的数据源，从
而改进整个价值链的流程。
然而，随着客户对数据安全和数据访问担忧与日俱增，保险公司必须采取措施确
保数据隐私性。
关键因素
来自保险公司的创新产品，如自动化承保和按需型保险，就需要访问各种数据源。
近年来的数据泄露事故及其影响，让客户更加担心数据安全和隐私。
与数据隐私相关的法规，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简称 GDPR)和《加州消费者
隐私法案》(简称 CCPA)，侧重于对客户的数据提供更大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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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概述
企业正在改进风险识别和量化技术，以便从各种来源(如社交媒体)获取数据，收
集更深入的客户洞察。借此，保险公司可以部署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提高整个价值
链的流程效率，包括承保和索赔处理。
客户数据和对其需求和偏好的洞察，对于旨在为投保人提供便利和个性化服务
的保险公司来说至关重要。此外，如果不能访问客户数据，按需保险等新业务模
型就无法发挥作用。
然而，最近的数据泄露，即使是在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突显了有效数据治理的必
要性。
此外，数据管理法规的持续更新和补充，以及客户对隐私的担忧，迫使保险公司
在提供创新产品和确保数据隐私之间寻找平衡。
欧盟的 GDPR 侧重于数据保护和公民隐私，简化了国际商业法规，赋予个人对其
数据的更大控制权。
类似地，加州的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要求公司披露他们收集的个人数据的细节，
收集的原因，以及与他们共享数据的第三方的细节。
企业必须权衡利弊，认识到数据既是资产也是负债，要考虑到保护数据的成本，
以及无法保护数据所带来的法律、声誉和财务风险。
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与生态系统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无缝服务。公司必须只与
第三方解决方案提供商共享相关数据。
加大对数据保护的关注，为提供网络安全保险的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它们还可
能提供增值服务，帮助其他公司加强其数据治理政策。
行业启示
◇ 保险公司将必须实施稳健的数据治理系统，遵守有关客户数据处理的规定，
并确保数据在存储、共享和处理期间是安全的。
◇ 保险公司应在其业务决策中包括数据隐私，并要求在处理个人数据的业务流
程和产品中提供数据保护。
◇ 严格的数据隐私政策可能会延缓主要基于数据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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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五: 保险公司推出适合共享经济模式的新产品
共享经济的最新发展为保险公司提供了新的机会。
背景介绍
共享经济正在激增，Juniper Research 预测，到 2022 年，来自共享经济平台提
供商的收入将超过 400 亿美元。
然而，新兴风险和保障不足将对客户参与产生不利影响。伦敦劳合社(Lloyd 's
of London)的一项调查显示，约 58%的美国和英国客户认为，风险大于分享资产
的好处。
监管当局正在推出保险指令，这为公司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关键因素
蓬勃发展的零工经济，以及为合作伙伴和自由职业者提供风险覆盖的需求，为保
险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共享经济平台的提供者具有数字敏捷性，保险产品可以顺利地集成到他们现有的
系统中；核保和索赔处理的相关数据可以从它们的平台方便地获取。
基于人工智能的支持系统可以让保险公司实时处理数据，并为共享经济提供按需
定制的保单。
趋势概述
为了确保共享经济中的信任和可持续性，资产必须得到保障，从而让利益相关者
能感到受保护，并信任这个体系。
然而，传统的财险方案的实施充满了挑战，在共享经济中，现有的保单可能与风
险覆盖范围无关。
资产分散，几乎没有关于先前损失的历史数据来评估所涉及的风险。
共享经济注重分配个人资产用于商业用途。因此，它不能涵盖在个险中，现有的
商业保险可能不具有成本效益。
保险公司和保险科技公司正在开发创新产品，为共享经济弥补保障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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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车保险：法国保险公司安盛(AXA)正在与 BlaBlaCar(一个法国线上拼车市场)
合作，为拼车者提供保障。BlaBlaSure 提供三个层次的保险，用户可以在几秒钟
内在线订阅。
共享房屋保险：美国短租平台 Airbnb 正在与多家保险公司合作，包括苏黎世保
险、日本财产保险、爱和谊保险(Aioi Insurance)等，为 Airbnb 的房东提供保
险。
零工人员保险：纽约保险技术公司 Trupo 与美国再保险集团合作，为乔治亚州的
自由职业者提供短期伤残保险。
共享办公场所的保险：总部位于美国的 Nicholas Hill Group，定位于细分市场，
为共同工作机构和共享工作场所提供保险。
随着共享经济平台的扩增，保险公司应该创建强大的解决方案，能够迅速规模化，
并弥合覆盖缺口。
监管机构正在采取措施保护零工经济参与者。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要
求共享经济平台将这类员工视为正式雇员，为员工提供保险。
行业启示
◇ 覆盖共享经济中的风险将提升人们对该体系的信任度，并吸引更多用户，从
而扩大保险公司的市场。
◇ 保险公司必须在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上实现数字敏捷性，提供无缝化服
务。
◇ 与共享经济平台建立联系，将有助于保险公司在千禧一代中树立自己的品牌。

【揭秘：2020 年全球财险业发展趋势（下篇）】
保观

2020/02/11

当全球经济趋势与商业格局快速演变，新技术、新市场与新场景带来了更
广泛的保险需求，从电商平台、网络安全、高管责任、乃至自然资源都为保险
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保险业务需求与场景，保险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变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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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 年财险业十大趋势报告》中，凯捷咨询（Capgemini）洞察了全
球财险行业的发展趋势，并探讨了保险行业在新市场需求中的全新机遇。（以
下是其中五项）

06_保险科技投资不断上升；后期创企最受关注
随着保险技术成为行业创新的主要来源，投资者对保险科技公司的兴趣与日俱
增。
背景
• 根据 Venture Scanner 的数据，保险科技的投资从 2012 年的 7300 万美元增
加到了 2019 年的 65.9 亿美元。
• 较为成熟的后期保险科创公司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关注。2019 年，53%的资
本投向后期融资轮。
• 2012 年，在所有与 p&c 相关的保险公司的投资交易中，针对发达公司的不到
20%。到 2018 年，晚期保险技术的投资占总融资的 35%以上。
关键因素
➣ 利用新兴技术，保险创企正在解决整个行业价值链和业务线中的关键痛点。
➣ 保险创企正在提供基于新业务模式的解决方案，以弥补保险覆盖的缺口。
➣ 保险公司认识到保险科创公司的重要性，并寻求与他们的合作机会。
➣ 创新中心、加速器和孵化器使保险公司能够将其创新解决方案商业化。
行业趋势
保险科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风险投资家和私人股本公司。然而，保险公司
已经开始对成熟的保险科技公司进行战略投资，而且它们也在整合自己的解决
方案。
保险公司正在探索保险技术领域，并通过启动或参与创新中心、孵化器和加速
器项目来促进保险科创公司的成长。除了资金支持外，保险公司还提供专业指
导和进入其系统的机会。
☛ 由创业加速器 Startupbootcamp 支持的哈特福德保险科技中心(Hartford
InsurTech Hub)正在努力识别将影响保险行业的颠覆性创新。通过其举办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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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保险科技人能够展示从客户参与到保险索赔等各种流程改进的解决方
案。
大型科技公司也热衷于投资保险科技初创公司。
☛ 以人工智能和行为经济学为动力的保险技术公司 Lemonade，在由软银集团、
GV(前身为谷歌风险投资公司)、安联和 General Catalyst 牵头的 D 轮融资中获
得了 3 亿美元。
☛ 2019 年初，亚马逊向印度数字保险提供商 Acko 投资 6500 万美元进行 C 轮融
资。亚马逊在 Acko 的上一轮融资中领先，在 2018 年获得了 1200 万美元。
☛ 总部位于费城的数字经纪公司 Young Alfred 宣布，在由 Gradient Ventures
和专注于 AI 的谷歌风投基金领投的首轮融资中筹资 1000 万美元。

行业启示
◇ 展望未来，保险公司和风投公司可能会投资于那些拥有成熟解决方案的保险
科技公司。因此，投资交易数量可能会下降。然而，交易价值和并购数量将上
升。
◇ 随着业务合作的建立，保险公司将在保险科技投资中扮演比风险投资家更积
极的角色。
◇ 然而，保险公司也应该通过开放创新中心和参与加速器项目，来支持早期保
险创企，让行业保持创新的步伐。

07_跨界公司缓慢而稳定地进入保险领域
由于对客户偏好有了更好的了解，加之卓越的数字化分销能力，跨界公司有可
能从传统保险公司那里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背景
• 近年来，大型科技公司、制造企业和零售企业等非传统保险行业开始进军保
险领域。
• 新的非保险行业玩家正在将保险与现有产品捆绑销售，而一些公司则专注于
创新地分销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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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
➣ 跨界公司可能会获得大量客户的个人和行为数据，可用于设计高度个性化的
保单。
➣ 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赢得客户的信任。根据《2018 年世界保险报告》，约 30%
的客户表示，他们有兴趣从大型科技公司购买至少一种保险产品。
➣ 新玩家专注于建立满足客户端到端需求的生态系统，作为其更广泛战略的一
部分，他们也开始进入保险行业。
行业趋势
谷歌、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庞大的客户数据和资金，正在探
索进入保险领域的多种机会。
☛ 亚马逊在英国推出 Amazon Protect，为其电子商务网站出售的各种产品提供
保险。
☛ 苹果与思科、怡安、安联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网络风险管理解决方
案。
除了大型科技公司，汽车行业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也纷纷涉足保险。
☛ 2019 年 8 月，特斯拉在加州推出了汽车保险。一个关键的产品特点是有竞争
力的价格(最高降低 30%的费率)，因为特斯拉表示其先进的安全性能将减少事
故发生率。
快速消费品(FMCG)和能源等其他行业的参与者也在提供保险服务。
☛ 英国零售品牌 John Lewis 提供多种保险，包括家庭、汽车和宠物保险。该
公司与产险集团 Covéa 合作，为其专门住宅和汽车提供保险。
☛ 英国能源和家庭服务公司 British Gas 为客户提供家庭保险。该保单名为
Home Assistance，由安盛援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承保，而英国燃气公司负责销
售和保单管理。

行业启示
◇ 行业外公司的跨界进入会抢占传统保险商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千禧一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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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提供优质客户体验方面与跨界公司竞争，保险公司必须与保险科技公
司合作，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 保险公司应做好准备，承担起供应商的商业角色，成为一个纯粹的承保人，
而由跨界公司负责分销部分。

08_保险公司开始利用云技术来部署核心系统
保险公司正在扩大云技术在核心系统中的部署，以提高数字灵活性和运营效
率。

背景
• 财险公司开始使用云平台来扩展计算资源，设置环境来测试他们的应用程
序。
• 然后，他们利用云服务来引入新的渠道、新的应用程序，从而支持整个保险
价值链上的业务流程。
• 更进一步，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核心系统部署到云端。
关键因素
➣ 基于云的系统使保险公司能够增强业务灵活性，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并推
出新的解决方案。
➣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实施云服务，实现更高的运营效率和成本节约。
➣ 基于云的系统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可用性，即使在不可预见的事件(如灾难)
中也是如此。
➣ 遗留系统抑制了保险公司实现无缝化处理的能力，同时遗留系统的维护成本
也在增加。
趋势
• 不断变化的业务动态和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使得保险公司有必要专注于提
高其数字灵活性和运营效率。
• 根据 Novarica 的一份研究报告，平均 52%的 IT 预算用于核心应用程序和基
础设施。如果通过云技术改善核心系统，则可以显著降低 IT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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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系统部署到云端，将帮助保险公司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
从而获得更好的客户体验和个性化服务。云服务也将迎合保险公司的数字参与
需求。
• 保险公司可以在不依赖内部系统的情况下扩展计算能力和技术能力 — 这将
提高它们的运营效率和成本控制。
• 通过将核心系统部署到云端，保险公司可以与生态系统的参与者无缝连接，
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数字体验。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可以专注于通过实现新的
业务模型来寻找新的收入流。
• 基于云的平台正在推出混合模式，具有先进的数据安全功能，能够防止数据
盗窃以及优化风险管理。

行业启示
◇ 核心系统在云上的部署提供了更快的产品上市速度、灵活性和更好的客户保
留率。
◇ 通过基于云的核心系统，以及对高级分析系统和计算能力的无缝访问，保险
公司可以有效地实现新的业务模型，如按需保险。

09_保险公司正在探索个险的自动化裁定，处理更复杂的索赔问题
在对基本的车险索赔实行自动化之后，保险公司正在探索新的技术，以实现对
更复杂索赔的自动化裁决。
背景
• 索赔裁定是一个复杂和耗时的过程，需要大量的网络分析和决策能力。
• 随着大量的数据源和技术的进步，自动化裁定成为可能，甚至更复杂的索
赔，极大地加快了索赔处理的周转时间。
关键因素
➣ 通过无人机和物联网设备等多种渠道获得的数据，为索赔自动化裁定过程提
供了机会。
➣ 2018 年至 2019 年，损失和损失调整费用(LLAE)环比增长 5.9%。自动裁定可
以极大地降低每项索赔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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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裁定系统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处理大量索赔，尤其是在灾难期间。
行业趋势
越来越多的财险公司正在实施自动裁定系统，处理简单和低价值的索赔案，比
如碎屏险索赔。他们还在探索将复杂索赔的裁决过程自动化的可能性。
保险公司正在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自动检测汽车车身，并分析损坏的程度。这
些数据可以用来自动化裁决索赔。
☛ 自动化分析解决方案提供商 Altoros 开发了一个汽车损伤检测系统，该系统
使用机器学习来评估事故现场的汽车损伤。
☛ Galaxy.AI 利用人工智能，在图像中自动化检测损伤，并应用于承保和索赔
估算。
保险公司正在使用无人机技术，获取房屋财产的完整、高清图像，以便快速了
解损害情况。
☛ 美国的共同再保险公司 Grinnell Mutual 使用 Kespry 的无人机和空中情报
平台，进行商业屋顶检查。这些评估有助于确定风暴损害，从而做出最佳索赔
决策。
在车联网技术的帮助下，保险公司现在可以根据年龄、性别和驾驶员培训等数
据，对驾驶员和车辆活动(如加速、紧急刹车、气囊弹出和快速变道等)进行比
较，从而为理赔自动化裁决过程创建准确的风险模型。
保险公司认识到，一个有效的欺诈检测系统是实现索赔自动化的先决条件。通
过使用数据丰富的分析技术，公司可以建立起自动化索赔欺诈检测模型。

行业启示
◇ 索赔处理对客户而言是一个关键点，改善索赔处理的周转时间可以提高客户
满意度。
◇ 保险公司应保证输入自动索赔裁定系统的信息是可靠和准确的。
◇ 自动裁定系统有助于探索新的索赔模式，并帮助保险公司发现团伙欺诈。
◇ 索赔处理速度更快，这将降低成本，改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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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保险公司正在使用区块链来创建一个更完整的保险生态系统
区块链解决方案可以通过简化流程和信息交换来构建更完整的保险生态系统。
背景
• 保险公司正在利用区块链技术处理各种用例，如欺诈预防、快速投保、索赔
处理以及资产跟踪等。
关键因素
➣ 保险公司越来越注重提高整个价值链的运营效率。
➣ 减少服务的周转时间可以极大地改善客户体验。
行业趋势
保险公司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来提高数据管理、安全性和透明度， 从而提高
了流程的效率。
☛ 德国保险集团安联(Allianz)正在开发一种基于代币的区块链系统，希望能
够为其企业客户简化国际保险支付。截至 2019 年 8 月，生态系统的核心基础设
施已经建成并进行了测试。
☛ 英国保险初创公司 VouchForMe 推出了一种基于社会认同担保的 P2P 保险模
式，旨在为投保人降低成本和保费。通过区块链平台，投保人可以与朋友和家
人分享他们的保险免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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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求偿权、保险证明和员工福利的新平台，将允许保险公司简化业务流程，
加快业务运作并降低成本。
在区块链的帮助下，精简的信息交换可以帮助保险公司减少与欺诈相关的费
用，这些费用估计占每年理赔费用的 10%。
像 B3i 这样的财团正在探索保险中区块链的各种用例。B3i 已经推出了基于区
块链的巨灾超额再保险产品，改善合同的实时性获取，并消除过程中的人工手
续。
在财产和意外险方面，区块链可以帮助跟踪资产的生命周期，并将纸质合同升
级为智能合同，从而实现基于编码标准的实时数据访问和索赔处理。

行业启示
◇ 通过自动检查来自第三方的索赔/付款信息，区块链旨在降低管理成本。
◇ 精简和自动化的流程将减少手工任务并减少错误。
◇ 基于区块链的系统提供的透明度和安全性，以及行业参与者和生态系统合作
伙伴之间的积极信息交换，可以减少欺诈事件。
◇ 区块链可以有效地管理、共享和货币化互联设备所生成的大量数据，因为它
以静态形式存储信息，所有各方都可以访问这些信息。

【瑞士再保险年报：为台风飞燕、埃航坠机等事件赔付 23 亿美元】
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2020/02/24

近日，瑞士再保险发布了 2019 年度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集团净收益从
2018 年的 4.21 亿美元增长至 7.27 亿美元，增幅达 73%。其中人寿与健康再保
险净收益占比较大，达到 8.99 亿美元，较 2018 年度增长 18%。财产及意外再
保险由于受到台风、埃航坠机等大规模自然灾害及人为灾难影响，2019 年全年
净收益为 3.96 亿美元，高出 2018 年的 3.7 亿美元 0.26 亿美元。
根据瑞士再保险财务报告显示，财产及意外再保险业绩反映了大规模自然
灾害和人为灾难造成的 23 亿美元的损失，以及美国意外险业务的不利趋势。不
过，在大额交易和自然灾害保险业务领域的扩张，以及投资成果的推动下，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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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业务实现了增长，从而抵销了以上损失和不利趋势。净已赚保费增长了
20%，达到 193 亿美元。
具体来看，2019 年的大规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日本台风海贝思
(Hagibis)和法茜(Faxai)、大西洋飓风多里安(Dorian)和澳大利亚的野火、洪
水和冰雹造成。台风飞燕 (Jebi)的后期理赔进展对业绩造成了进一步影响。此
外，包括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坠机事故以及后续波音 737 MAX 机群停飞事件在
内人为灾难也造成了损失。
瑞士再保险表示，2019 年财产及意外再保险(P&C Re)的综合成本率为
107.8%，2018 年为 104.0%。标准综合成本率与先前的估计相符，预计到 2020
年将改善至 97％。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乐(Christian Mumenthaler)表示，2019
年对业绩造成影响的因素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损失、为调整瑞再企商定位而采取
的果断管理举措和主要存在于美国意外险业务中的不利理赔趋势。另一方面，
人寿与健康再保险 (L&H Re)实现了出色投资成果和强劲表现，展现了多元化业
务模式的力量。通过 ReAssure 的出售协议树立了重要的战略里程碑，而且集团
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以便能做足准备应对不利趋势。

【标普认为冠状病毒对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的影响“可控”】
【Coronavirus impact ‘manageable’ for insurers, reinsurers: S&P】
Business Insurance

2020/02/24

The overall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is expected to be “manageable,” according to a
report Monday from Standard & Poor’s Global Ratings Inc.
S&P noted that, given China’s prominence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contingent
business interruption claims could be widespread, and that capital markets in China
and Asia are more likely to be hurt by the virus than others.
The ratings agency expects any damages to be well within insurer and reinsurer
capital tolerances.
“Although there will be claims, S&P Global Ratings expects insurers and global
reinsurers based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nd the U.S. to hold firm,
without suffering earnings and capital shocks,” S&P said in its report EMEA And U.S.Based Re/Insurers Likely To Take COVID-19 In St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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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s that could be triggered by claims include aviation, travel insurance, credit
insurance, and contingency or event cancellation cover, the report said.
High-profile international events such as the GSM Association’s Mobile World
Congress Barcelona 2020 have been canceled due to concerns about the virus.
S&P also noted that the coronavirus is currently classified as an outbreak and that
pandemic mortality appears to be the largest exposure.
“For EMEA-based and global reinsurers, their largest hypothetical exposure would
arise from pandemic risks via their mortality business in their global life reinsurance
portfolios. This particularly affects the large global reinsurers,” S&P said.

【澳洲的风暴和洪灾带来巨灾损失，可能引致更多再保索赔】
【Australian storms & floods lift catastrophe losses, may drive
more reinsurance claims】
Artemis

2020/02/10

Insurers in Australia are now facing almost A$2.6 billion of catastrophe losses just
from the last five months, with the latest being a spate of extreme rainfall and
flooding in recent days that increases the chances of more losses leaking into the
reinsurance market from the country.
Severe storms brought torrential rainfall to the Australian east coast in recent day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flooding.
The rains are said to have been the heaviest in 30 years to hit the Sydney area and
surroundings, with a huge 391.6mm of rain recorded in just four days in Sydney,
which is over three times the average rainfall for February.
The Insurance Council of Australia (ICA) has reported more than 10,000 claims from
the storms and rain, with claims running to $45 million already.
The majority of these claims are for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storm and rain
driven flooding, as well as strong winds.
ICA Head of Risk and Operations Karl Sullivan commented, “Insurers expect a large
number of claims will be lodged over the next 48 hours as property owners inspect
the damage to homes and businesses and contact their insurers. It’s likely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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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ers are unable to contact their insurers due to tele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interruptions, but insurers are standing by to help.
“So far most of the claims are from south-east Queensland and along New South
Wales coastal regions, but damage has also been reported several hundred
kilometres inland and in the ACT.”
Insurers are also on watch for potential damage from the weekend’s Cyclone Damien
which struck Western Australia’s Pilbara region. However this is not expected to b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given the relatively remote nature of the area.
The rainfall and storms have added to an expensive half-year for Australian insurers,
which has already seen a number calling on reinsurance support to help them pay
their claims.
Catastrophe related claims for insurers in Australia have reached almost A$2.6 billion
in just the last five months, the Insurance Council noted.
Major recent catastrophe events in the country, such as the bushfires and hail
storms, have already driven some insurers to claim on their reinsurance provisions,
but an increasing toll and fresh events means those claims may rise further.
Catastrophe events that have struck Australia in the last five months include:
September bushfires in New South Wales and Queensland that caused 497 claims
and $37 million of losses; October’s Rappville New South Wales bushfires which
drove 255 claims and insured losses of $19 million; November to February bushfires
that struck Queensland,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and South Australia, driving over
20,000 claims worth $1.65 billion so far; November hailstorms in South East
Queensland that caused 22,000 claims and $166 million of losses; as well as the
January hail storms that struck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Victoria and New
South Wales causing 69,850 claims and costing $638 million.
A number of these catastrophe loss events are going to see rising totals, in particular
the bush fires and the most recent hail storms from January.
Those two events alone have driven both IAG and Suncorp to utilise their
reinsurance towers for protection, on top of certain claims ceded through quota
share reinsurance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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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vere hail storm event saw Australian primary insurer IAG say it will make a
claim under its calendar year 2020 main catastrophe reinsurance program, that
provides it with per-occurrence protection for the recent hailstorm events. IAG said
its gross loss impact from the hail could even surpass A$250 million.
In addition, insurer Suncorp recently said an “unprecedented” start to the season for
catastrophe losses (including this hail event) meant it expects to make recoveries
across its reinsurance program, including its main program, drop-downs and
aggregate reinsurance including perhaps its stop-loss.
Budgets are now beginning to run down for catastrophe losses at IAG, meaning more
will be pushed to its reinsurance partners. Suncorp’s budget is higher, but with the
unprecedented start to the season continuing there is every chance its reinsurance
claims rise as well.
The torrential rains from recent days have helped the fire situation in the New South
Wales area, extinguishing a number of bush fires and providing a welcome respite to
residents and firefighters.
Recent catastrophes have also impacted some insurance-linked securities (ILS)
positions, with ILS fund manager Twelve Capital saying one private ILS contract it had
underwritten was exposed to potential losses from the bushfires, while retrocession
manager Markel CATCo said the Australian bushfire disaster has caused some capital
to be trapped within its listed retrocessional reinsurance investment fund strategy.

【Clyde＆Co 表示 2019 年再保险/保险公司并购量激增至四年来最
高】
【Re/insurance M&A surged to four-year high in 2019: Clyde &
Co】
Reinsurance News 2020/02/17
The volum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in the re/insurance sector increased
by 10% in 2019 with 419 deals completed worldwide, marking a four-year high,
according to Clyde &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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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volume was up from 382 in 2018, buoyed by an exceptionally strong first half
of the year, the global law firm said. And while M&A dropped back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it still remained high compared to the levels of recent years.

The Americas continued to be the most active region (182 deals in 2019), down
slightly from 189 in 2018, with activity balanced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halves
of the year (93 and 89 transactions respectively).
But Europe saw the biggest year-on-year increase with 155 deals (88 in the first half
and 67 in the second), up from 122 in 2018, possibly due to deal activity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put on hold during Brexit negotiations.
Asia Pacific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of annual gains with the larger number of
deals coming in H1, whil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saw rises throughout the year,
albeit from a low base.
“M&A has surged in the last 12 months,” said Ivor Edwards, European Head of Clyde
& Co’s Corporate Insurance Group. “While insurers have had some reasons for cheer
in the past year, with reduced natural catastrophe losses and price rises taking hold
across a range of classes of business, investment returns are still flat.
“This makes deal making a trusted route to growth and a means of satisfying
shareholders,” Edwards added. “Although deal makers in some markets may adopt a
more cautious approach, the quick start to 2020 in certain markets suggests there’s
mor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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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yde & Co believes that insurte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driver of M&A in every
region last year, with notable investments including $250 million from Munich Re
into Next Insurance, $90 million into insurtech Singapore Life from Japan’s Sumitomo
Life, and MS Amlin’s purchase of an undisclosed stake in Envelop Risk.
“Technology is now a key consideration in any deal,” said Joyce Chan, a Clyde & Co
Partner in Hong Kong. “Potential buyers are thinking how they can improve existing
processes as well as develop new ones. They will be looking at targets which can
deliver technological benefits at the back end – in terms of greater efficiencies – and
enhance their customer reach and offering in the market.”
“With many insurtech start-ups now reaching the point of maturity where their
business models are proven, we expect a new wave of investment from carriers
through acquisition, joint venture or partnership in the coming year.”
Looking ahead, Clyde & Co predicts that re/insurance business will continue to look
at M&A transactions to deliver growth, given that market hardening is not yet at the
point where i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balance sheet imp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M&A activity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the recent trend level
at just under 200 deals worldwide.
“A number of regional factors will impact M&A in 2020,” Edwards continued.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y push some deal-makers to complete transaction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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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possible change in administration, while others will plans on hold until
uncertainty over the result is resolved.”
“Europe should see a return to business as usual now Brexit preparations are mainly
completed but as the details of the future tra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K and
the EU remain unclear, this may spur transac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Asia-Pacific the fundamentals are in place for continued M&A, with the caveat that
the length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has the potential to deter
potential investors and damage insurers’ balance sheets.”

【风暴和洪水对英国和欧洲的再保险层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Storms & floods pose rising threat to UK & European
reinsurance layers】
Artemis

2020/02/18

Recent European windstorms and resulting flooding pose an increasing threat to
certain layers of UK and European reinsurance programs, as loss estimates begin to
suggest multi-billion Euro industry impacts in the last fortnight.
Storm Ciara, also known as storm Sabine and storm Elsa across the continent, struck
Ireland,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other parts of northern Europe from
February 8th through 11th.
Already estimates from catastrophe risk modellers suggest a multi-billion Euro loss
to th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industry from this one storm.
First to provide any insight into the extent of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market
losses from storm Ciara or Sabine / Elsa was actuarial firm Meyerthole Siems
Kohlruss (MSK), who told us they expect the eventual property insurance market loss
from windstorm Sabine’s impacts in Germany will be around EUR 600 million.
MSK also explained to us that Sabine is expected to drive roughly EUR 70 million of
property insured damages in Austria and another EUR 60 million in Switzerland.
For Victoria (storm Dennis), MSK believes that German insurers will only face around
EUR 100 million of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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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Worldwide was the first modeller with an estimate, saying that storm Ciara, or
storm Sabine as it was named in Germany, would result in an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industry loss of between EUR 1.1 billion and EUR 1.9 billion, the top-end
of which is almost US $2.1 billion.
Then, RMS said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industry losses from recent European
windstorm Ciara – Sabine could reach as high as EUR 1.8 billion (around US$2bn).
Now, the German Insurance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 GDV has said that storm Sabine
in Germany is likely to result in a EUR 675 million industry loss, if factoring in both
property damage of EUR 600 million and auto insurance losses estimated at EUR 75
million.
On that basis, the GDV puts Sabine as the sixth most damaging winter storm in
Germany since 2002.
The estimates from AIR and RMS are both only based on wind damage to property,
so don’t include flooding impacts, suggesting their industry estimates will fall below
where the actual industry toll eventually settles.
Following quickly on the heels of storm Ciara / Sabine was another European winter
windstorm that was named storm Denni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torm Victoria
in Germany.
Windstorm Dennis / Victoria struck parts of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on February
15th and 16th,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again particularly impacted by both wind
and flooding, while Europe also experienced high winds leading to property damage.
Coming so soon after storm Ciara / Sabine / Elsa, impacts from storm Dennis /
Victoria exacerbated damages and added to rainfall totals and flood levels, which is
likely to lead to challenges for loss assessors and insurers.
Media reports from Germany suggest that the impacts of storm Victoria, as Dennis is
known there, will be less costly than Sabine the week before.
But in the UK, the flooding related impacts of storm Dennis are ongoing and there is
an expectation that the costs of the storm could end up relatively comparable to
Ciara the week prior, albeit perhaps more weighted towards the flood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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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 risk modelling companies do not provide full estimates across all perils for
these storms makes it challenging for the industry to gain a rapid understanding of
how impactful they could be.
But industry sources are already talking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the aggregation of
losses across the two weekends of storms to cause some level of impact to exposed
reinsurance treaties.
Major UK insurers such as RSA and Aviva are particularly in focus here, as both have
well-established per-occurrence and aggregate reinsurance in place to cover both
major loss events and more frequent smaller losses.
RSA has a three-year aggregate reinsurance treaty it renewed in 2018 to cover it
from more frequent larger losses. But the insurer also has other aggregate treaties in
place from 2019, which were designed to limit the net impact of smaller catastrophe
and severe weather events as well.
RSA also looked to reduce its retention in certain areas of its reinsurance program
last year, while restructuring its regional protection to reduce volatility of claims
between £1 million and £10 million.
All of which suggests that its reinsurance program may now b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kinds of winter European storm and flood losses seen over the last two weeks.
Aviva meanwhile also has aggregate reinsurance as well as per-occurrence. The
aggregate reinsurance attaches after qualifying losses reach £175 million, so if
nothing els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se storms will drive some deductible erosion.
Aviva’s per-occurrence catastrophe reinsurance cover attaches at £150 million and
it’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that the insurers losses from these windstorms and the
related flooding could reach that high.
The flooding component of these recent storms could also result in some losses
ultimately being paid by the UK’s Flood Re as well, should the eventual toll prove
significant enough.
At this stage it’s not clear whether there is any collateralised or ILS fund capacity
exposed to these storm events. But past UK storm losses have resulted in some
attritional losses for ILS funds, suggesting there is a chance of some capital market
participation on certain exposed reinsurance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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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uropean reinsurers the aggregated losses from these two storm systems alone
won’t trouble them, but taking the entire winter windstorm season into account
some impacts may be felt.

【JMP：对日本续转存有“重大”价格变动的共识】
【Consensus around “significant” price movement at Japan
renewals: JMP】
Reinsurance News 2020/02/19
Following meetings with insurers, reinsurers and brokers JMP Securities analysts are
anticipating significant positive pricing change in Japan’s upcoming April 1 renewals,
roughly twice the magnitude seen in 2019.
JMP notes that, while pricing changes will vary substantially by both layer of a
program and by individual cedant, a surprising amount of consensus was seen
regarding overall XOL pricing increases in the 40-50% range.
This would be composed of larger movement up high in programs where rate on line
is quite low and less significant movement in the lower layers where ROL is
materially higher.
That said, JMP considers cedants’ appetite for rate increases as limited and that
pushing above the 50% level in one go will prove difficult. Aggregate programs are
likely to see significant change as well.
Without changes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however, analysts say the rate change
needed would likely be unpalatable.
Another conclusion made following JMP’s meetings is that primary insurers are
unlikely to retain more risk in the face of steep price increases.
While financially strong, analysts have concluded that large primary insurers have
conditioned their stakeholders to expect low volatility in results, and the reinsurance
structures they have purchased have proven their valu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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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ly, the events of the past two years have weakened catastrophe reserves,
implying that while still financially strong, there is added pressure on solvency ratios
to continue with current low retentions in order to keep earnings volatility low.
JMP also says it is evident that reinsurers are recalibrating their views of risk
following back-to-back record-setting catastrophe years and that ILS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struggle to gain share as longevity of capital is a key decision point.
Lastly, it’s believed that Typhoon Hagibis losses are developing much better than
initially feared.
In the immediate wake of Typhoon Hagibis, many reinsurers issued loss estimates to
the market that were based upon an industry loss in the $14 bln to $16 bln range.
Estimates of Typhoon Hagibis’ magnitude have come down substantially since then,
with much of the market now operating on an $8 bln to $10 bln range. Now, analysts
say it’s a question of what will happen to those excess loss reserves.
While that is likely true for many, that we will see it released into earnings as prior
year favorable development as we progress through 2020, JMP would not be
surprised to see a lack of development from some companies that based their loss
on a larger event,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have legacy U.S. casualty books.
“We would not be surprised to see that cushion covertly reallocated to prior years’
casualty reserves, especially since for the offshore reinsurance group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outside community to follow the trail of reserve dollars once the initial loss is
established,” concludes J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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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的保险思考】
21 世纪经济报道

2020/02/12

2019 年岁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陷入了一种猝
不及防的“应急状态”。
2 月 12 日，保险业界知名学者、原人保财险副总裁王和撰文指出，我国保
险业面对疫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精神，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不仅
短短的几天时间就捐款捐物 2 亿多元，更是为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武警官兵、
政府人员和媒体记者提供了超过万亿元保障的专项保险，同时，保险行业在第
一时间推出了许多特别举措，包括取消理赔医院和等待期限制，开展医疗费用
预付和垫付，开设“无接触”理赔绿色通道等。随着疫情的发展，疫情对社会
和经济产生的损失和影响问题，逐渐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初步的研究显示，
本次疫情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损失高达数万亿，于是，社会也将目光聚焦到了
保险，思考保险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和从三个视角加以分析：
一、保险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从公共风险管理的视角看，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属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通常可以分为应急管理和风险管理
两个部分，前者的关键词是“应急”，是一个相对具体和阶段性的概念，是指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后者的关键词是
“管理”，是一个相对系统、全面和长期的概念，是指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
公共卫生事件，如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稳定社会
秩序和经济活动，而采取的一系列制度和能力建设活动。从风险管理的视角
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事前、事中和事后。
保险作为现代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通常可以提供全过程和全方位的风险
管理服务，但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按照三个阶段的划分，事前阶段，通
常属于公共卫生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范畴，就传染病而言，我国《传染病防治
法》就明确了相关职责与分工。事中阶段，通常属于应急管理范畴，按照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事后阶段，主要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和经济，包括企业和家庭可
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即后果影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过程中，保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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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当有所侧重，更多地将工作重点聚焦在“事后阶段”，即解决社会、经
济、企业和家庭的补偿、稳定和持续问题，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保险与可持续发展
在 2012 年国际保险学会 48 届年会上，“保险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重要
议题，国际保险学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布了《保险业促进可持续发展
原则》，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保险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提出保险是一个可加
强全社会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的中介。联合国也期
待与保险业开展更多的合作，以促进整个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同，并对相关
决策者和产业界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施加影响。因此，在保险服务突发公共
卫生安全事件风险管理过程中，应当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诉求、工作重
点和基本原则，推动保险理论、模式、技术和服务的创新。从社会管理的视角
看，保险服务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三类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就政
府而言，分为稳定财政预算和稳定经济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前者是从政府稳
定财政预算的需求出发，通过安排相关保险，转移可能产生的“预算外开
支”。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就通过“农房保险”、“自然灾害公共责任保
险”和“政府扶贫救助保险”的方式，解决了因各种灾害可能产生的转移、救
助和灾后重建的财政压力。面向未来，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尝试开展“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责任保险”，解决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产生的财政压
力，平滑财政预算。后者是从稳定经济与社会的角度出发，通过宣传教育和政
策引导，围绕可持续发展问题，强化全社会的风险意识，解决供给和需求的制
度和能力建设，尤其是要引导保险业，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产品和服务
创新，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服务社会和经济的能力。就企业而言，分为宏观和
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强调并推广“商业可持续计划
（BCP）”，亦称“业务连续性”，是指通过全面的流程管理，识别威胁企业的
潜在影响，提供可以增强业务复原能力和有效反应能力的框架，强化企业管理
的韧性，保护企业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机构的声誉、品牌和价值创造活
动。同时，将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全面融入商业可持续计划。从微观
层面看，可持续保险主要是指营业中断保险（利润损失保险）和取消保险。传
统财产保险主要是针对因各种风险导致的企业财产直接损失，但并不包括企业
在损失恢复期间，可能面临的因营业中断导致的间接损失，营业中断保险则是
针对这类间接损失的。取消保险主要是针对旅游相关行业、大型赛事、大型活
动的举办方因气候、突发公共事件和各种意外事件导致营业减少和活动取消导
致的损失。如今年春节各地庙会的举办方可能面临的损失。再如在这次突发疫
情中，中国太保就在第一时间处理近 4 万件旅行取消保险。就家庭而言，分为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强调并推广“生活方式保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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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Protection）”，该保险承保被保险人由于意外事故、疾病、失
能和非自愿失业而不能工作，可能导致其生活方式，或生活水平改变的风险。
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家庭成员的人身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一方面是为可
能产生的医疗费用提供保障，解决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因病返贫”问题。另
一方面是为因家庭主要劳动力意外事故和疾病丧失工作能力，导致家庭收入减
少，或中断，降低生活水准，还可能导致还贷困难。
三、保险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管理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 2003 年的 SARS，还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乃至许多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保险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与
作为现代社会风险管理制度的社会要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在我国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层面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
标，更明确了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险无疑是社会治理，
特别是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保险也是一种市场制度安排，因此，面向未
来，保险应当在我国的公共安全治理，也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1）保险业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提供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更加全面、专业和系统的产品和服务。在
此基础上，高度关注可能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风险，也包括各类新型传染性
疾病风险，将其纳入“可保风险”范畴，同时，强化产业链思维，将“供应
商”和“主要客户”纳入保障范围，减少风险的传染。从风险识别和风险量化
两个角度入手，破解经营管理的难题，解决保险责任与费率确定的理论和技术
基础，为科学经营夯实基础，提供支持和保障。
2）保险业应从全面服务高质量发展出发，将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可能对
家庭经济稳定和企业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作为管理的重点，一方面是将“各类
法定传染病”作为承保风险，将营业中断保险和取消保险作为重点产品加以推
广；另一方面是围绕与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风险高度相关的行业和企业作为
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发和完善产品、技术和服务体系。同时，针对产业的链化
和金融化发展趋势，强化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制衡与约束机制。
3）保险业应进一步完善人身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产品体系，将各类传染
病以及相关各类风险规范化地纳入保险范畴，解决好科学定价问题。如泰康人
寿设立了“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开展相关基础领域的研究。同时，
要进一步整合行业的力量，加强与医疗和卫生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疾病，特别
是新型传染病风险识别和管理的研究。此外，可借鉴国外“生活方式保护保
险”的推广模式，与银行的个人信贷产品结合，由银行在开展相关业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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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求借款人办理，以解决贷款人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和失业导致无力偿
还贷款的风险，也可以有效化解家庭可能面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负面
影响。
4）保险业应将企业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管理服务的重点，全面改造
和完善产品、技术和服务体系，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首先，要突破传统的
理论和技术框架，开发专门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的营业中断保险
和取消保险产品。其次，要针对生产性和服务性企业，分门别类地开发产品。
生产性企业，要特别关注营业中断和合同（订单）风险。服务性企业，要特别
关注宾馆、餐饮、娱乐、交通、旅行社、零售企业、金融企业、小型企业等，
建立相应的技术和服务规范体系，为科学经营和风险管理服务奠定基础。第
三，银行可以将营业中断保险和取消保险作为服务性企业融资的基本条件，强
化信贷风险管理，促进服务性企业的金融供给。第四，无论是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还是营业中断保险和取消保险，均涉及大量专门技术，特别是营业中断保
险，不仅需要相关的保险知识，还需要企业经营和管理会计知识，因此，需要
相应的技术储备和专门人才培养。
5）保险业应“举一反三”，认真总结和反思农业养殖保险中各类疫情保险
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要结合 2019 年的“非洲猪瘟”事件，从保险责任到赔偿范
围，从技术标准到损失确定，尤其是要关注在“扑杀”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
问题，如“无害化处理”等。同时，配合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将动物防疫纳入
养殖保险的防灾防损范畴，积极发挥风险管理的专业技术、能力和作用。从更
好地服务社会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产品、技术和服务体系，在构建公共卫
生风险治理体系，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6）保险业应结合车险综合改革，提供更加科学的定价体系，如利用车联网
技术开展“按里程付费”和“按行驶付费”的定价模式。一旦遇到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对于停驶的车辆就可以减少保费支出，继而降低运输企业的成本支
出。即使在传统汽车保险体系下，也可以通过“申报停驶”的方式，对运输企
业进行“停驶退费”，以减少这些企业因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生产中断，可能产
生的经营压力。如人保财险启动了疫情期间的车险保费“顺延”政策，同时，
监管部门也明确了湖北地区以及相关运输和出租车行业的车险支持政策。
7）保险业应进一步加强横向合作，发挥保险在公共安全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的作用。2015 年我国颁布了国标《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求》，
同时，在一些涉及公共安全和利益的领域，政府相关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
律法规，明确了相关企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保险业要加
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的合作，积极宣导保险的风险管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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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借鉴“旅行社责任保险”模式，通过“统保”方式，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
的保障与服务。
8）保险业应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中，也包括
在事前和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事前的角度看，保险业可以通过开展业
务，宣传和普及公共安全事件管理，特别是应急管理的知识，树立和增强企业
和居民的公共风险防范意识，力求做到“应而不急”。从事中的角度看，近年
来，保险业利用互联网医疗技术，通过“保险+”模式，积极参与全社会的健康
管理和疾病问诊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这次“抗疫情”的过程中，一
些保险机构就利用自身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为广大患者提供了“轻问诊”
服务，不仅提高了效率，还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的矛盾，得到了客户和社会的
充分肯定。

【由疫情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带来的冲击，看商业保险受到的
影响及机会】
中国经济网

2020/02/21

自新冠疫情爆发并全球蔓延，尤其是世卫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以来，疫情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承包商
在海外项目合同履约、执行、融资、雇员返岗和人员健康管理等方面都会面临
诸多的挑战。与此同时，商业保险作为海外工程项目的重要组成，也将面对海
外项目投保延迟、承保责任调整、后续可保项目减少和现场查勘困难等不利局
面。但疫情过后，企业的风险意识增强、保障需求提升也将给商业保险公司服
务对外工程承包行业带来新的机会。
一、浅析此次疫情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的影响
从项目履约和法律风险角度来看，疫情在短期内会对物流、原材料价格、
供应保障、人工成本等各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导致项目延迟或者无法继续
建设。海外项目所在国出于对疫情的担忧，还可能会颁布临时性的法律、法
令、条例或采取相关的行政措施，尤其是对于本身法律体系不完备的欠发达国
家和地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可能面临疫情导致的法规变化风险。
合同执行方面，境内供应商复工延后或陷入经营困难可能导致其无法按时
供货，必将会影响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海外项目的建设进度。同时项目所在
国海关可能对中国出口的设备、材料采取更加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从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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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时间和费用，导致项目需要临时寻找替代供应商并推高项目建设成本，不
排除项目业主可能因此终止商务合同。
近期，不少国内商业银行已经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债务延期和免除相关费
用等方式救助国内困难企业，国内贷款利润空间受到挤压，银行可能会将盈利
压力传导至海外贷款项目，最终提升海外项目的融资成本。同时中国对外工程
承包企业面临着沉没成本压力、库存积压、资金紧张等困难，融资银行和金融
机构也会重新评估海外投融资项目的相关还款和收益风险，可能致使一批已经
在册的海外投融资项目被紧急叫停或撤销，部分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也会由
于融资困难被迫放弃已签或待签的海外项目。
复工返岗和人员健康管理也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产生了较大影响。截
至 2 月 17 日，全球已有 133 个国家对中国籍人员采取了入境限制措施，这将影
响承包商商务人员赴海外开展现场考察或谈判磋商，阻碍新签和在跟进项目的
正常推动。此外项目施工人员办理入境或工作许可难度可能增大，影响施工进
度。项目管理层人员也可能受到防疫隔离，短期内无法回到现场指导项目建设
导致工程延期。境内各企事业单位的分批复工安排，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海外
工程立项、审批、推动、督导等工作的正常开展。
目前尚未掌握中国企业海外雇员感染新冠疫情或死亡的相关数据，但疫情
存在向境外输出蔓延的可能，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普遍对相关施工场所实施
了封闭式管理，对工作效率会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在封闭管理下，企业海外员
工的防疫培训、心理疏导、健康咨询、食品卫生和安全防卫等方面都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
二、商业保险公司可能遭受的影响
疫情很可能会造成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暂缓启动，从而导致投保延迟，商业
保险公司需要重新评估目标项目状态，调整业务发展计划，从展业、人力和资
金角度进行重新规划和配置。一般海外工程项目从合同签订到完成投保通常需
要跟踪 6-12 个月，在疫情影响下，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的新签项
目可能会减少，从中长期来看则会导致未来潜在投保需求的下降，商业保险公
司需要调整业务策略并着眼于新的市场和业务机会。
考虑到只有营业中断或延迟完工保险可能涉及疫情导致的对外工程承包行
业的经济损失责任，相关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可能近期会开
始审视保单条款，并与商业保险公司确认相关责任范围，或通过批改调整保险
责任的方式来应对疫情影响，如在营业中断或延迟完工保险项下增加传染病风
险条款，并在雇主责任或意外伤害险项下扩展新冠疫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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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领域常见的商业保险产品有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货物运
输险、施工机具险、职业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和意外伤害险等。如果投保人在
工程险项下还单独购买延迟完工保险并附加了传染病风险条款，且投保的海外
工程项目因疫情出现延迟完工并最终导致利润损失，商业保险公司将会接到该
类客户相关索赔。此外，相关旅行限制会导致已出险的海外项目无法正常开展
现场查勘，商业保险公司可能面临海外承保项目损失扩大和索赔金额提升等风
险。
三、商业保险公司要在疫情过后把握相关的机会
此次疫情对各行各业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面临的
损失已不可避免，但疫情过后行业必将迎来复苏，商业保险公司也将以更丰富
的保险产品、更全面的保障责任和更优质的境外服务，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
业提供更加充分的风险管理和保险保障，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更大的
作用。
目前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工程期投保延迟完工保险，在运营期投保营
业中断保险的比重并不高，扩展传染病相关风险责任的更是少之又少，疫情过
后这些保障需求的增多将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此外，随着企
业风险意识的提升，将更多的通过投保政治暴力保险、绑架勒索赎金保险，扩
展战争、恐怖、等责任，扩充全球紧急救援和医疗转运等服务来应对贸易不确
定性、政府更迭、区域恐怖主义、局部战争冲突等风险。
此次疫情也极大推动了在线工作及生活方式的变革，中国对外工程承包行
业也不能例外。商业保险公司需要通过系统升级、赋能转型，为中资海外工程
项目提供在线沟通咨询，智能投保批改，移动查勘理赔等一系列境外线上化保
险服务，让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保险公司的贴身服务。
员工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商业保险公司在境外疾病防
范、个人安全防护，紧急医疗处理和商业转运等方面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太
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日前针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推出的“保险+医疗”，
“保险+服务”的模必将将得到更多客户的认可。
作者介绍：
陆晓龙，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室业务总监；
马冉，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海外业务室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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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产险承保绝地反击利润总额增长逾三成】
证券时报

2020/02/17

继 2018 年打破连续 8 年连续承保盈利并出现承保亏损后，产险公司在
2019 年上演“绝地反击”，实现扭亏为盈。
证券时报记者获取的 2019 年保险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产险公司预
计实现利润总额 634.58 亿元，增加 161.40 亿元，增长 34.11%，实现承保利润
2.15 亿元。
产险承保利润 2.15 亿
近年来产险业逐步逼近承保盈亏平衡点。2019 年，产险公司承保利润同比
增加 15.75 亿元，增长 115.83%，承保利润率 0.02%。在 2018 年，产险公司曾
一举打破此前连续 8 年承保盈利的态势，出现承保亏损 13.59 亿元，承保利润
率降至-0.13%。
2019 年产险公司盈利情况大幅上升，与行业大力打击车险手续费无序竞
争，产险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精细化管理，以及政府出台重大税收利好政
策等因素有关。2019 年发布的《关于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
的公告》，大幅提高了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比例至 18%，手续
费支出减少进而反应到保险公司利润表现中。
从不同险种 2019 年业务表现看，车险、企财险、货运险、特殊风险保险等
为承保盈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意外险等其他险种均出现承保亏损。
具体而言，车险承保利润 103.60 亿元，增加 93.07 亿元，增长 883.64%，
承保利润率 1.36%，重新夺回产险承保利润贡献头把交椅。信用保险承保利润
率最低，2019 年承保亏损 22.32 亿元，承保利润率-54.20%。此外，意外险承
保亏损 9.23 亿元，承保利润率-1.94%；健康险承保亏损 40.02 亿元，减少
19.40 亿元，承保利润率-5.47%。
众所周知，保险公司的业务分为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两大业务的收益情
况共同决定险企的盈利。全行业承保盈利 2.15 亿元，且大多数业务线承保利润
率为负的现状，显示产险行业竞争激烈和盈利之困。
车险占比降至 70.29%
从业务收入看， 2019 年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1649.47 亿元，同比增
加 879.39 亿元，增长 8.17%，但增幅同比下降 1.35 个百分点。车险、企财
险、货运险和责任险四个主要险种原保险保费收入合计 9535.84 亿元，增长
6.32%，增幅同比上升 0.36 个百分点。四大险种在产险业务中占比 81.86%，在
产险公司业务中占比 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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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产险业务结构持续变化。一方面，产险传统第一大险种—
—车险保费收入在产险业务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2019 年车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8188.32 亿元，同比增长 4.52%，在产险业务中占比 70.29%，占比较 2018 年的
72.74%下降。2019 年平安财险、太保财险和人保财险的车险保费占比均出现下
滑。另一方面，非车险保费保持较快增长，保证险、责任险、农险等险种是非
车险增量的重要来源，同比分别增长 30.80%、27.51%、17.43%，均高于产险业
整体增长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车险占比下降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商业车险费率改
革推动商业车险单均保费下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刚性减少；二是持续多年保
持高速增长的中国车市到了转型期，新车销量下滑进而带动车险行业保费增速
下降；三是市场竞争白热化带来车险经营效益恶化，部分保险公司主动开展业
务结构优化。预期未来这一变化趋势仍将持续。

【从亏损 8 亿到盈利 100 亿 车险走到红利尽头】
今日保

2020/02/19

顾往向前，烛光与暮雪。
万众期待的 2019 年全年数据，近日流传江湖。
GDP 放缓和新车销量负增长的暮色，难掩车险 2019 的雄风。
保费方面，被健康险短暂超越后，车险以千亿优势再压健康险，维系第二
大险种之位。
利润方面，更是在各种努力中实现了商车费改以来的承保盈利新高，过百
亿元的数字笑傲各大险种。
如果再加上不错的投资收益，2019 年车险板块利润煞是好看。保费规模、
投资收益、承保利润的三维增长中，2020 年的车险迎来费改 5 周年，亦是衔枚
疾进时：
“加快车险改革已经是摆在银保监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2020 年监管工
作会把车险特别提出来。
这些年来车险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一些小改革。
真正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触及利益藩篱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还没有开始。
这次车险改革也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上述，乃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这也注定了
财险“一哥” 2020 年将步入改革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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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正在制定车险综合改革的具体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正在广泛地征
求意见。银保监会将在今年适当的时机，正式实施车险综合改革。”
2020，监管再提车险市场化深度改革非偶然。当前乃车险不可多得的改革
窗口期，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最后一个窗口期，天时、地利与人和俱在。
1 天时篇：车险登顶，账面盈利或破 300 亿
仅从利润的角度而言，2019 年的车险经营或许已经到了传统时代的顶峰。
先看一组数据：
从车险保费规模看，2019 年车险保费收入 8188 亿元，较去年增加保费 354
亿元，同比增长 4.52%，实现正增长。
从车险承保利润看，2019 年实现承保利润 103.60 亿元，增加 93.07 亿
元，增长 883.64%，承保利润率 1.36%。
再看一组对比：

从 2018 年的 10.5 亿元，到 2019 年 1 月份亏损的 8.5 亿元，再到 2019 全
年的 103 亿元，车险逆袭。
与财险公司其他险种相比，车险在承保盈利方面，独占鳌头，或者说君临
天下。103 亿元的承保利润是财险业全行业承保利润 2.15 亿元的 48 倍。
最后看一个推算：
2019 年，全行业车险保费收入保险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 4.94%；
2019 年，全行业车险保费收入为 81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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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用于投资的“等量车险保费”（等量换算保费，并不是真正的投入车
险保费，含资本金和利润对应车险部分）占比假定为 81%。
（注：2018 年交强险保费收入 2034 亿元，投资收益 71 亿元，当年投资收益率
为 4.3%；由此推算用于投资的交强险等量换算保费为 1651 亿元，占比 81%；在
此假定 2019 年各参数不变，2019 年用于车险投资的等量换算保费占比依旧为
81%；
需要强调的是，事实上用于投资的真实保费并不是上述所推断的保费数
据，因为财险的投资收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本金和利润，这里只是把用于
车险投资的真实保费、资本金和利润对应到车险方面的数据，模拟换算出相等
量的投资保费；应该来说，这样粗放简单的测算方法肯定存在很多不足与缺
陷，但在尚未找到更加有效的测算方法外，权用此法粗略测算）
籍此，可以算出：
2019 年车险的投资收益大约为 8188*81%*4.94%=327 亿元；再加上承保利润 103
亿元，2019 年全行业共计实现账面营业利润 430 亿元；扣除 25%的企业所得
税，全行业账面净利润依旧高达 322 亿元。
2019 年，一串串蹿红的数据，皆在印证车险的登顶，这当是深化改革的最大利
好。
2 地利篇：强监管下的倒逼，费用腾挪空间有限
强监管之下，保险公司费用变通愈来愈难。
这轮始于 2018 年的高压监管风暴仍在 2019 年发酵，数十家险企、过百家
分支机构先后被处罚与停业。
再加上当地行协对车险增速、费用阈值监控的同步预警与跟进，险企的违
规成本日益高企。
如此背景中，监管部门威慑效应与当地行协的预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
阶段性发挥，投放到市场的实际销售费用有所收敛，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
如在内控方面规定了招待费、会议费、宣传费和工资总额的上限，基层业
务机构超过费用科目上限会受到内控制度的约束和财务、内控合规部门的管
控。
如虚列人力成本，不仅会加大个人所得税的支出，也会虚假抬高社保缴费
基数，一旦超过临界值，将会大幅抬高公司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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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业务、免高管的监管威慑下，车险也迎来近年来最好的综合成本率表
现。
回溯 2015 年商车改革启动后，车险综合成本率由 2013 年的 100.80%和
2014 年的 100.25%，下降到 2015 年的 99.38%；再到 2016、2017、2018 年
99.07%、98.96%、99.86 %，2019 年的 98.64%，综合成本率降至 7 年最低。
要知道车险那一轮可遇不可求的 2009——2012 年盈利周期，承保盈利水平
也不过百亿。改革最好的时机，也当在最好的时候。
综上，监管威慑与综合成本率向好的双重作用下，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
难得的调整空间。
3 人和篇：残酷的存量时代，深化改革乃行业共同心愿
车险固然守住了第一大财险险种的江湖地位，但伴费增速的下滑也是不争
的事实。
伴随新车销售负增长和商车费改的影响，自 2013 起的车险增速放缓愈演愈
烈，增速迈入低于 5%时代。
同期，车险在财险中保费占比持续走低，由 2016 年的 73.76%大幅下降到
2019 年的 63%，下降幅度高达 10 个百分点。
2019 年，车险保费增速不足 5%，乃主流财险险种最低者。一个必须承认的
事实：当前的车险已进入存量时代。
增量市场有限且持续萎缩，及存量商业险件均保费持续下降的背景中，再
加各大巨头 “市场份额只升不降”的战略，同质化的条件下，竞争更多的仅是
大公司间的竞争，或者说是“老三家”的竞争。
而“老三家” 在品牌、实力差距不甚明显的情况下，只能被动抬高费用，
与同属大公司系列的竞争对手“虎口夺食”，方可巩固和提升市场份额。
而商业险系统跟单手续费上限的大幅下降，与市场实际费用投放水平下降
有限的冲突中，车险垫付费用的雪球越滚越大，已让基层机构和从业人员背负
了较大的外债，后续业务拓展难以为继。
由此推断：
尽管继续深化车险市场改革会带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市场格局的调
整，致使丛林法则更趋凸显、部分竞争优势不强的保险主体会被市场淘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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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条件下，无论是行业巨头还是中小型险企，无不期待和呼唤车险的进一步
深化改革，以破困局。
4 后记：车险费改已到衔枚疾进时
每当临近车险经营的十字路口，行业似乎总面临迷惑、变局、颠覆、挑
战……不知何去何从，从业者内心的焦虑也被一遍又一遍的翻起。
究其原因，任何普遍性问题的出现，一定是系统性的，是和制度安排与体
制机制挂钩的。
车险问题的本质，不是险企经营和不遵守行业自律公约的素质问题，而是
市场的认知、各方参与者的界限、能力的边界的模糊。
这一次，尘埃落定，泥沙退却，当如何认识此次改革的契机？如何研判市
场化改革的框架内容？改革应重点关注的死角和焦点又是什么？
唯一可确定的是：车险已基本吃完前期历史给予的、政策给予的，甚至是
商车费改第一阶段的红利。
车险发展已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一段历史落幕。
关于未来：历史证明，实践亦证明，只有各方参与者各司其职，政府与市
场、公平与效率的适度结合方可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在前端完全放开车险价格管制，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
用。
在后端重视消费者保护，全面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建立市场退出和出清机
制，才能最终跳出车险的怪圈。
只有不断的洗牌，才能让费率降到边际状态，保险公司从降低管理成本中
获得收益，让消费者从中获得更多的服务和收益，这才符合保险的原理。
当然，期间具体方案的细化、推进的节奏、市场期待的效果，将继续考验
设计者、参与者们的勇气与智慧。
车险，必将越过历史的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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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押重注产业互联网，几万亿保险市场如何抓住风口？】
慧保天下

2020/01/23

01. 2C 红利几乎枯竭，产业互联网正当时
如果细心观察，从 2019 年马化腾提出产业互联网的玩法后，整个投资
行业的风向都在变化，再一次转向了产业互联这个庞大的赛道。其实另一个
巨头阿里早早就在布局产业互联网了，因为阿里本身就是围绕 B 和 C 之间
的联系做生意的公司，而腾讯是之前最大的 2C 平台，没做过 2B2C 的生意。
所以可以理解为阿里早就在偷偷的干，而腾讯最近两年也杀了进来。
为啥突然几大巨头加上整个投资行业风向都转向了产业互联网或者企
业服务呢？（甚至现在如果说你没看过企业服务类项目，在风投界都不好意
思和别人打招呼！）究其原因，其实无外乎三点：
1、2C 红利几乎枯竭，整体上中国经过十年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人口红
利逐步消失，获客成本越来越高，客户越来越不好伺候，所以大多数企业被
迫选择维护存量客户模式，或者深挖客户需求的模式。
随便撒点种子就开花的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一点在吴晓波的跨年
演讲已经提到了，随便一个刚需行业产品获客成本也高达几百元。拼多多前
年还获客成本只要几块，今年就到 100-200 元左右了。没办法，这是大势所
趋，不可逆转。
2、大量中小企业成本高，缺乏效率，提高企业效率成为关键。如果每
个企业都去建立一套管理体系或者服务体系无疑是不经济的，就相当于每
个公司都去建立一个支付宝是不可能的，都去建立一套物流体系也是不现
实的，所以出了支付宝，出了顺丰，现在连京东物流也服务第三方了。
各行各业都有产业互联的需求，这个以前不明显，因为大家获客成本
低，管理基本靠人也没关系，现在不行了，必须降低各块成本才能微微盈利，
否则就亏损了。
3、2C 的大平台已经建好了，不用再重复建设，而 2B 再 2C 的小平台却
还没有，有大量行业型的还没建立，这里面最适合的是大量小而分散的行
业，比如旅游（天然存在大量旅行社）、医疗（天然存在大量医院）、汽车
后服务（天然存在大量维修厂、门店）、房产中介，当然也包括保险行业。
这些行业都是 2C 互联网很难垄断的行业，需要的就是把大量小 B，不
同功能的上下游服务商整合、串联、数据化，从而降低整个行业的损耗成本，
省下来的就是赚到的，客户的体验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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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每年近 4 万亿保费（取 2018 年数据）、还在高速增长的保险行业来
说更是如此。行业主要特性就是：营销成本高、管理效率低、理赔风控能力
弱，这三块成本居高不下，造成客户保费贵、理赔慢、理赔难的感受。所以
保险产业互联网的关键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用数据和服务来做好理赔。
意时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一件事，而且为了这一件事已经做了 10 年，下
面做一些我们实战的分享。
02. 保险产业互联网历经十年发展，降本是主要机会，增效看“决心”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保险产业互联网，走过了差不多 10 几个年头。基
本分为三个阶段：
2009 年-2014 年，保险产业互联网的第一个阶段：保单电子化 ，互联
网启蒙。
2014 年底开始一直到 2018 年初的第二阶段：在线 2C 保险第一轮同质
化竞争，保险极大普及了大量用户。
2018 年初开始到现在，是第三阶段：行业用产品创新带动产业互联网
发展（健康险、手机保险、创新型意外险都有）。
到今天为止，开始看到瓶颈了，到处都是比价，保险市场规模大而不实。
究其原因有三：
1.老百姓还是有保险需求，但触发风险意识成本过高
2.互联网提高了信息对称性，保险更难卖高价了
3.缺少跨界的产品，不断在保险产品本身进行闭环改造
这些个个看上去都是无解的难题，我们天天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寻找解
决方案。
所有的产业互联网，首先要能满足保险机构的要求（他们自己能做的你
做就没意义）；还要能让客户产生或者至少提高保险需求；新的产品还要有
可持续性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谈何容易！
其实与其他的互联网创业不同，保险互联网难的不是 2C，2C 只是天然
需要在刚需的场景下“烧大钱”就好；2B 才是最难的。因为，他绝对考验
的是“专业能力”！业余选手很难进入，入场也是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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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迷局中间是否确有机会呢？大片的红海是否善加利用可以治理
成为蓝海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解决方案不在明处而在一般业余选手看不
到的暗处，且看到了也得用点“脑筋急转弯”才能解决。
所有传统行业的产业互联网目标其实都是“降本增效”，对于保险市场
而言降本是主要的机会、增效得看“决心”。如上所说，保险行业的成本分
三块：营销获客成本、管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对于不同领域的保险产品，这
三块成本有效降低落的点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一个、有的是组合。但线索
基本是你得从三个成本点分别去琢磨有效降低成本的手段是否存在、可否
落地，以及有没有壁垒。
做好产业互联网的方法论往往有几个共同点：1）从最红最难的海里发
现的机会；2）讲出来其实不难，但之前没人这么想过；3）干起来比较难，
得先占领头部公司，这要花大量时间成本，然后就无往不利了。
所以最后做成功的人并不多，你会发现有点规模的产业互联网公司都
是“熬年头”出来的，没有“烧钱”出来的。这就是“大学”与“研究院”
的区别，大学的段位主要解决基础知识学习的问题，研究院却是要找具体的
难题来攻克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着手，我们研究了很多产品很久，其中绝对有创新可
能的“红海”是车险，它刚需、覆盖率高、保费金额大。车险的机会在于几
个点：新能源车的服务、职域车险营销、提升客户忠诚度与去“黄牛”化趋
势。
03. 科技改革还是要从客户需求出发
最后来讲讲“科技”，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有机会，但其实很少有
人干好的领域。首先问一下，科技的目的不是说要取代人嘛，取代了吗？我
们基本的思路就在于此，保险行业原有的技术底层、人员架构、对外 2C 界
面、数据库 CRM 等等，毫无疑问需要改。但怎么改呢，还是要从“需求”出
发。
这个需求以前指的是业务团队的，而我们觉得应该是客户的、渠道的、
流量端的。
这个话题很大，但线索有几个是明确的：1）用户要什么样的服务，痛
点在哪怎么解决？开发的技术系统用户得喜欢用才行； 2）能否做到高效，
包括开发、修改、运维、分发，基本要求没有人（这里人指的是固定开发人
员）；3）Location 这个确实的要素得补进去，甚至成为底层的架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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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全世界的保险产品、服务、理赔等等设计都没有还没有被真正考虑进
去，将来一定会成为标配以及核心数据源，形成所谓的“做精做小”产品 及
服务，或者我们取了个名称叫 LBFS（ Location Based Financial Service）。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预测接下来几年行业的走向。毫无疑问，市场
增长的主要来源依然是个人业务。
个人业务这几年看数字寿险比较迟缓，毕竟寿险的产品教育周期最长，
只有比较大的短期个险客户群体作为转化基础，才能保证未来寿险产品的
持续增长。
车险市场增量逐渐放缓，商车费改和监管压力也不断拷问原先车险市
场显规则和潜规则的存续逻辑。
这一切类似退潮的海滩，各市场主体虽然迫于维持基本经营的压力必
须要保住整体存量市场规模不降，但目前的市场格局一定会有改变，大公司
会努力提高存量业务的经营效益，中小公司则会向做精做专的方向转移，同
样也一定会有“裸泳者”退出这个市场。
健康险这几年承包了行业增长的主要亮点，也承接了整个行业未来增
长的主要希望。但不得不说，诸如产品同质化造成的车险化渠道依赖症，续
保率（短期产品）低，理赔难投诉率高（特别是互联网端的短期健康险）等
问题也不断的显现出来，显示出健康险行业本身的先天不足，必须走重营销
轻服务的路数。
所以，行业各主体机构接下来要思考的必然是产品的再造和重新定位，
以获得与个人客户直接的连接和接触，建立进一步直销的基础。
这一过程可能是渐进的，但先发的会占有未来的市场主导权，类似当初
平安电销逆袭车险市场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产品的再造和重新定位中，服
务和科技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只有服务和科技才能促使个人客
户与保险主体产生连接和接触，甚至粘性。这会要求保险主体向互联网公司
学习如何获客、产生数据、运营客户以及提高转化（和/或降低风险），这
就是保险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必由之路。
我们看到保险存量市场这么大，通过技术、数据和服务整合，高速增长
不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难点是过去十年你得有储备，得 Know How。没
储备，今天开始干那就太难了。同时我们看到印度、东南亚市场在崛起，这
里也有很多复制中国模式的机会，产业互联网显然是一个巨大市场，当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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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路人马主要在争夺 2C 市场，但我们估计很快会进入中国同样的情况（应
该不会超过 3 年），所以提前布局产业互联网的机会就是现在！
综合看来，作为覆盖人口 30 亿以上的中国、印度、东南亚新兴市场是
未来全球保险决战的关键点，因此，在形成技术、数据、服务整合能力、产
品设计的优势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快速降低这几十亿人的保险购买和
服务成本！形成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让保险+科技+服务在各种场景、各种跨
界层面都可以做到专业级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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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保险成 2019 年度财险公司第二大险种，“黑马”属性亮眼】
工保网

202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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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的 22.9 亿元保费收入，到 2019 年的 884 亿元保费收入，十年间
保证保证增速飞快。“十二五”期间（2011-2015）保证险年复合增长率达
54.9%，为同期财险业平均增速的 3.5 倍；在 2015 年业务规模首超信用险后，
保证险更是疾速前行，稳稳坐上了非车头把交椅。
作为财产险领域的新兴险种，保证保险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外部
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消费增长、发展实体经济及普惠金
融等国家战略均提出要大力发展保证保险，充分发挥其融资增信功能。其作为
以履约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的险种迅速问鼎财险第二大险种，也得益于社会信
用风险管理需求的持续上升。
细数 2019 年的保证保险历程，除政策与市场持续带来发展空间外，盈亏对
比、监管动向及行业创新也给未来以发展启示。
1. 细分险种参差发展
较之保费收入的持续增长，保证保险的业务表现却差强人意。不同于 2018
年的 13 亿元承保盈利，2019 年保证保险整体处于承保亏损状态，前五家头部
险企的综合成本率基本也已突破 90%。其中由于业务质量和风控水平的差异，
细分险种间差异较大。
按照保险公司承保的履约信用风险是否具有融资性质，保证保险可分为融
资性保证保险和非融资性保证保险两类。从市场份额看，融资性保证保险占据
大壁江山：小额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占市场份额超八成，网贷平台履约保证保险
约占一成；非融资性保证保险中的建工履约保证保险、关税保证保险，加上融
资性保证保险中的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则共
占 3%。
其中，融资性的小额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以及非融资性的建工履约两大险种
整体实现承保盈利，目前也是再保支持力度较大的细分业务；而融资性 P2P 履
约保证保险亏损较多，加之其亏损数额极大（如长安责任保险至 2019 年第三季
度仍有 9.08 亿元应收代位追偿款），因此“拖累”了保证保险整体的承保利
润。
进一步究其亏损原因，网贷平台履约保证保险的大量出险及巨额赔付，主
要源于其较高的风险系数及较低的风控水平。与之截然相反，建设工程履约保
证保则是风险可控且较好实现“零风险预期”的典型。
2.监管趋严
在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加大的同时，基于保证保险这一发展现状，监管部门
对于保证保险的风控要求逐渐加强。如银保监会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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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发展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此前 2019 年 11 月下发的《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也明显强化了对于融资性保证保
险的监管。
从保证保险的新增批复来看，2020 年至今获得批复的保证保险仅有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质量保证保险；2019 年下半年间的获批险种也聚焦于建设工程领域
的履约保证保险、质量保证保险、预付款保证保险等，除此之外仅有光伏组件
产品质量及功率衰减补偿保证保险、自用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两款。

从银保监会的资质监管来看，《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
意见稿）》不仅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做出资质规定，还要求经营融资性信保
业务的保险公司须具备相应的组织架构、人才队伍、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且
业务系统需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以及金融机构业务系统，全面健全风控
系统。征求意见稿还详细规定了融资性信保业务的信息披露要求，拟全面强化
保险监管工具。
3.积极创新
随着政策的支持以及监管的明朗，险企也积极探索保证保险应用领域，以
为更多行业带去信用风险保障：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涉农贷款保证保险、“走出
去”背景下的并购保证保险，以及交通强国战略下的轨道交通工程保证保险，
都是创新典型。特别在非融资性保证保险领域，险种创新尤为突出。
在保证金领域运用保险机制，包括在诉讼保全、财产保全、建设工程、关
税支付、电费缴纳、土地流转等领域用保证保险代替现金保证金，是非融资保
证保险近年来的发展亮点：不仅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被保险人为政府机构的保证
保险——关税保证保险，也发展出了黑马险种——建工保证保险。
2019 年，建工保证保险保费收入达 11 亿余元，保持了近三年来的翻番增
长趋势。其中，建工保证保险在继续围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培育履约保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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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还创新发展出了建设工程监理履约保证保险：其以建设工程监理人在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的监理义务为保险对象，将建工保证保险的信用保障范
围拓展至监理领域，惠及更多建筑企业。
在社会信用体系逐步渗入各行各业的未来，保证保险距离千亿保费关口不
再遥远。值此蓄势待发之际，保证保险应回归“保险姓保”初衷，吸取亏损经
验加速夯实风险保障实力，巩固专业优势拥抱市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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