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 全球贸易洞察 

中国能否在保险科技业的竞赛中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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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及其平台营商系统可能会对全

球保险业带来更深远的分化作用。首先，这些营商系统多由科技巨头主导或推动，

这将使保险公司边缘化，令其对客户与数据的获取将面临灾难性后果。其次，诸如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市场中的“早期用户”已经在金融科技营商系统中构

筑了超然地位，这也会波及其他市场。 

 中国的保险市场特点是高度集中，其规模已提升至全球第二，且将继续保持两位数

增幅。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保险费用（不含医疗方面）几乎翻了四

倍，达到4170亿欧元（2018年），使中国跃升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且仍大有追赶

潜力：中国人均保险费用为294欧元；在排名前五的其他市场中，人均保费是这一

数字的10倍左右。因此，我们预计中国的保险费用仍将保持两位数增长，在人口结

构改变的驱动下，寿险领域尤其如此。 

 进入中国保险市场面临的监管障碍已有所降低，且新近政策有利于保险科技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2018年中到2019年的刺激计划（相当于GDP的5%；2020年预计还有

2.7%的进一步刺激计划）、针对私营部门的融通性货币条件，以及“中国制造

2025”规划共同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保险科技公司繁荣发展的环境，且鼓励外国投资

者参与其中。中国政府当局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可通过沿保险价值链的战略伙伴关

系在中型股本保险市场细分中有所斩获。 

 相比欧美同行，中国的保险科技企业资金充足，且有上市这一可选项： 

1. 美国的保险科技公司数量是中国的8倍，可两者的资金差距却小得多。美国保险科技

业在2018年总共募得58亿欧元，而其中国同行获得的资金总额则为40亿欧元，中国

业界所获金额已是欧洲业者的4倍以上。不过，这些融资中风险资本账户占比较高，

而私募股权或企业扶持融资在中国难有生存空间。 

2. 已有4家中国企业公开挂牌上市（平安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众安保险、品钛和泛

华保险），超过美国（2家）和欧洲（1家）。企业并购这一主要退出渠道在中国并

不流行：目前仅1家保险科技公司（创新保险销售）被其他公司并购。市场中可获得

的充裕资金让企业级买家打消收购念头，也有助于初创公司维持独立性。亦或因为

高度集中的市场导致缺少企业级买家。无论原因为何，中国市场中并购的缺席提升

了投资者的风险。 

 在平台经济时代，中国市场因其规模、目标及灵活性而成为保险界必争之地。对于

保险科技公司而言，中国消费者简直是其天赐良机，而技术密集型营销渠道及产品

更将迎来指数级增长。而且，监管方与当局有方法，也有意愿鼓励技术与服务类企

业成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领军者。全球保险业巨头有望进入飞速发展的中国“保险x

科技”领域，其经验，尤其是来自欧洲业者的丰富经验（承销及产品研发、资产负

债管理、隐私及消费者保护等）将会有所助益。我们预计中国与外国保险公司间的

战略合作伙伴与联合投资关系会日益增多。 

本期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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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市场仅次于美国 全球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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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挑战 

通过高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实现

的数字化正让全球保险业陷入乱局。与此同时，平台营商

系统（更常用的称谓是“平台经济”）也正处上升期，有

望主导市场。这些新的发展动态给保险业带来了双重的战

略挑战： 

 这些营商系统多由Google、亚马逊或Facebook（GAF

）等科技巨头主导或推动，这将使保险公司被边缘化

，其对客户与数据的获取将面临灾难性后果。 

 而诸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等中国市场参

与者借助其远快于其他对手的规模拓展与创新，已经

在金融科技营商系统中构筑了超然地位。这些“早期

用户”也会渐进到其他市场。 

本文主要关注第二种挑战，聚焦于中国的互联网保险科技

业。我们通过中国保险科技领域与其欧美同行的对比，对

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让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市场

及其参与者的未来，并对这些参与者所采取策略及其海外

成就远景有所洞见。 

 

规模至关重要，但拥有远大的目标更为重要。下一个十年

，中国保险市场以保费计将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与此同时

，行业正在进行大规模技术部署，以构建高度自动化的保

险平台。而监管与政府政策则致力于培养行业的国家级乃

至世界级领军者。所有这些趋势共同作用，对非中国的保

险业参与者而言构成了巨大挑战。中国是否可以在21世纪

的保险业中崛起吗？结果将取决于当前行业主导者如何未

雨绸缪，让自己有能力与潜在的行业颠覆者同台竞争。 

 

 

 

 

 

中国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可以从中借鉴的市场。其在近

年来已成为最具创新精神与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是

数字技术领域最大的投资方之一，拥有全球1/3的独角兽

企业。尽管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59%，但由于中国拥有

多达14亿人口，其网络用户数量已接近美国的3倍。这些

成长于互联网环境的数字原住民将更快接纳新技术与服务

，而中国政府也在积极促进创新，不仅在国家层面，更在

地方层面鼓励新技术集群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使

得其公司能够轻松拓展规模，并强化的了中国式的“自主

创新”。这标志着中国从“复制中国版硅谷公司”到“创

立 全 新 商 业 模 式 ” 的 转 变 。 

而支撑这一转变的是投给中国技术公司的巨量资金，其风

险资本市场几乎已可与美国分庭抗礼：2018年，全球范

围内的投资者对中国初创企业注入了710亿欧元资金，占

全球风险资本投资总额的32%。而且，中国的互联网巨头

正纷纷在国际市场攻城略地。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

AT）这三巨头不仅构建了几乎无所不包，且渗透到消费者

生活方方面面的跨行业营商系统（包括金融服务与保险）

，还对海外42家公司进行了投资。通过创建这些营商系统

，BAT摒弃了碎片化的低效线下市场，挖掘出全新动力。 

资本输入的提升加上中国社会经历的改变（如人口结构变

化、城镇化和教育普及）为保险行业渗透率的提高奠定了

基础。不断演变的客户需求和全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对新

保险产品的需求。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保险渗透率仍较

低，尤其是在金融服务获取仍较困难的农村地区。不过，

由于人口结构的不断改变以及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保险

营商系统已“乱花渐欲迷人眼”。除了技术创新，传统保

险流程也经历了重新配置，使其不仅符合中国民众对保险

的不同需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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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栏1：BAT三巨头  

 

百度以搜索引擎起家，其搜索业务占中国约80%的市场份额。公司随即又进军移动业务，并在O2O服务方面大量投

资（如食品递送和金融产品）。目前，百度正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领域及其在不同产业的商业应用。  

 

阿里巴巴成立于2003年，其创立了电子商务和网购平台。多年来，阿里巴巴进一步为其平台添加了诸多服务，如

支付、数字化财富和娱乐等服务。  

 

腾讯的主要服务为社交平台，如微信，不过也涉足诸如财付通和在线银行等金融服务。 

来源: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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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崛起堪称史无前例。但其势头是否可以延续？其正面临内外部双重矛盾带来的巨大压力：外部方面，与美

国日益走向对抗的形势令中国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面临风险。而在内部，原本投资依赖型为主的经济，面临的问题

则是成本日益突显，不断攀升的债务和愈发严重的污染。因此，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令其从以往重投资规

模转向聪明消费，被列入首要政治议程。尽管过程未必一帆风顺，不过担心中国经济就此硬着陆就现在看来有点杞人

忧 天 。 当 前 局 势 下 ， 中 国 不 仅 有 方 法 ， 更 不 缺 政 治 意 愿 来 维 持 经 济 稳 步 向 前 ， 并 缓 解 不 平 衡 因 素 。 

对当下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就是近期广受关注的企业债务水平升高也同样如此。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企业债务GD

P占比已从93%飙升至155%（2018年6月）。其带来的结果便是信贷风险的升级：2019年企业破产数增长率达20%以上

，且我们预计2020年这一数值仍将维持两位数。不过，由于以下原因，危机全面爆发的风险并不大：首先，几乎所有

债务均为国内债（外债仅占GDP的14%）；其次：多数债务为国有企业对公有银行的欠款；再次：利率将维持稳中有

降，最后一点重要的是，政府仍有能力为经济脱困。一般政府公债（IMF标准定义）占GDP的50%左右，且对外部投资

者关联度较低（政府外债占GDP的约2%）。 

 

在仍有足够回旋余地的背景下，中国最高机关已宣布实行大规模刺激计划以支持增长，并不为债务增长而过多担忧。

其一揽子财政计划占GDP的近5%（4.15万亿人民币），其中半数为减税措施，其余一半为支出。货币融通仍将保持宽

松，但针对私营部门。在调降法定准备金率后，政府当局正逐步采取革新性措施来提升银行资本（永续债券），并鼓

励其为私营部门借款（信贷目标）。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便是政府已宣布相关措施的目标是将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

模提升30%。换言之，中国已对企业部门启动新一轮加杠杆（见图1）。这一举措堪称中型企业的财政与货币生命线，

其作用至关重要，有望重组技术版图，为更小型企业的发展营造更多空间。对于那些谋划进军中国市场，并意图在保

险科技领域掘得一桶金的外国保险公司而言，这一措施也极为重要。如果能够明晰获得信贷的条件（特定细分、中国

相应地区；融资结构等），说不定就能在接下来的保险科技竞逐中占得先机（并创下新的估值记录）。 

中国经济：从重投资转向智消费 

图1：银行私人信贷与名义GDP增速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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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内需强劲增长的支撑下，中国经济在2019和

2020年 仍 可 维 持 相 当 韧 性。 

这种政策组合应能给包括保险科技企业在内的新企业

与初创企业营造有利的经济环境。其自然大受企业欢

迎。2018年第四季度，由于经济增速趋缓，非正规来

源融资的监管趋紧，对此类企业可谓生死攸关。2018

年最后3个月中，风险资本支持交易和融资数量大幅

下滑。部分观察家已不再对中国科技初创企业的成功

故事津津乐道，转而惊呼“资本凛冬将至”。Ofo单

车，一家共享单车企业的没落，被视为局势的转折点

。 

如今，伴随刺激措施而来的决定性产业战略表明了对

科技行业强劲发展的扶持态度，乐观主义随之开始重

现。长期来看，针对智能工业化的政府策略（“中国

制造2025”）也将是营造有利于保险科技企业营商环

境的关键所在。这一产业政策旨在全面提升中国制造

业，使其向更高附加价值的业务转移。关键措施包括

对10大关键行业（见图2）的发展采取扶持政策（财

政鼓励、公共投资等），并对营商环境实施重大变革

，以激励创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我们认

为这些长期政策十分重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间接来看，促进此类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同样也是

全新保险解决方案涌现的关键驱动力所在，如5G网络

为首的新信息系统便是一例（中国在此领域也处于领

先）。 

2.直接来看，新产业的发展，如新运输系统（自动驾

驶、无人机）的出现，也会为保险业带来新的业务机

遇。 

图2：中国制造2025关键行业 

附栏2：就市场洞察采访合作伙伴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市场，我们对中国创业营商系统的主要参与者进行了几次采访：NIO 蔚来资本、腾讯、

Naspers和CVC Capital Partners。虽然其中一些企业最近已经在中国市场开始了业务比如（NIO Capital），但从CVC 

Capital Partners和Naspers等投资者那里获得了洞见，对于更详细地了解中国潜在的营商系统非常重要。Naspers是腾

讯的首批投资者之一。 

NIO资本(蔚来资本)是一个投资公司创办的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NIO。它与Se-quoia Capital和Hillhouse Capital

共同创立。该基金通过利用其在全球创新和强大的中国和全球营商系统方面的优势，重点投资于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

领域。 

腾讯控股是一家中国投资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提供媒体、娱乐、互联网和手机增值服务，并在中国运营在线广告服

务。此外，在过去11年里，腾讯在全球积累了700家公司，其中63家已经上市。 

Naspers是一家总部设在南非的跨国媒体公司，主要经营电子媒体和印刷媒体。2001年，Naspers向中国互联网公司腾

讯(Tencent)投资了2800万欧元，并进一步投资了PayU、Brainly、Flipkart和Mail.Ru等其他科技公司。 

CVC Capital Partners是一家私人股本融资和投资咨询公司，代表全球机构、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管理资本。CVC与欧

洲、亚洲和北美公司的管理团队合作，收购这些公司的控股权或少数股权，协助制定计划，创造可持续的长期价值。 

来源: State council, 裕利安怡, 安联研究 

2025年中国制造业–重点行业 

下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数值内容（自动化）和机器人 

航天 

海洋工程与高科技运输 

先进的快速运输（地铁，轻轨）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 

农业装备 

新材料 

生物技术和高科技医疗设备 

来源: 安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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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市场的过往增速可称惊艳：自经济危机以来

，过去10年间中国的保险费用（不含医疗方面）几乎

翻了四倍。2018年，中国的总保险费用达到4170亿欧

元，俨然已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见图3）。 

据我们的访谈合作方所称，这一快速增长不仅由中国

的经济上升势头驱动，部分也归因于中国保险公司在

面临全新保险消费情景时表现出的创造力。著名的例

子就有针对外卖交付延期险，以及电商包裹退货险。

不过，中国的保险消费文化与欧洲截然不同。例如，

中国的游客会大量购买现付现用式保险，如在机场的

航班延误险。由于产品针对极为具体的小众市场，保

险公司目前触及的仅为中国社会的一些特定人群。这

表明，中国市场仍蕴藏丰富追赶潜力：市场机遇巨大

。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人均保费（保险密度）领域，此

感更甚，中国人均保险费用为294欧元；在全球排名

前五的其他市场中，人均保费是这一数字的近10倍（

见图4）。 

 

 

中国保险市场：规模庞大、增长迅猛，但相对封闭 

图3：全球前六的保险市场 

来源: 安联研究 

图4：全球前六位保险市场中的保险密度  

来源: 安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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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预计中国的保险费用仍将保持两位数增长，在人口结构改变的驱动下，寿险领域尤其如此。由于独生子

女政策，导致中国的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带来大量以确保老龄收入为目的的保险及养老金产品需求。不断推进的城

镇化也使得老年人越来越无法获得来自家庭的支持和赡养，加剧了形势变化。正因如此，中国的寿险保费收入预计

会在将来10年增长4倍（见图5）。2030年，中国保险费用总额将达14650亿欧元，中国市场将与美国市场及欧洲整

体市场并驾齐驱。 

 

不过，中国的保险市场之所以鹤立鸡群，不仅因其规模与增速。这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排名前五的寿险公司

掌控了市场的55%，而前五大产险公司则包揽了保费的74%。此外，外国公司的份额几可忽略不计，不过在近年略有

增长（见图6）。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反映了中国市场的逐步放开。市场准入的监管障碍已有所降低，公平竞争方面的

进步也不应否认。近期相关立法变化包括《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2015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17年）以及《外国独资经营企业法

》（2016）。 

对于保险业，更新后的负面清单将寿险企业外资占比门槛从50%调至了51%。中国还计划在2021年取消对保险公司

外资占比的限制。 

不过，说起市场开放，也不得不提到中国无处不在的“隐藏式壁垒”，这与中国市场的垄断架构高度相关。要想在

那些国家级的领军企业已经占据支配地位后再行追赶，势必极大增加市场准入的实际成本。这就是所谓“滴滴综合

征”，得名于共享打车公司滴滴与优步中国分公司达成协议，从而控股接管优步的事件。也就是说，即使获得了平

等的市场准入，垄断者仍可通过变相手段保护自身市场份额和支配地位。隐藏式壁垒也来自于语言和文化障碍，有

时则可归因于规则的反复无常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一些政策改变可能是非正式的，且突如其来，这对外国参与者

不利。不过，欧洲在应对保险业监管前沿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涉及隐私及消费者保护问题方面的经验，对中国

零售保险初创企业而言，在维持信任和避免安全漏洞等领域仍有关键作用。保险业各个参与方（监管方、政府、公

司）携 手 共 进，方 是 维 持 有 助 于 保 险 业 健 康 成 长 的 生 产 性 环 境 的 最 佳 途 径。 

 

传统销售渠道仍是中国保险业的支柱，在人身保险领域尤其如此，该领域中代理商和银行占到分销市场的90%以上

。不过，技术的作用正日益增强，互联网销售渠道在近年来不断增长。例如，平安保险和蚂蚁金服在过去5个月中虏

获了多达5000万消费者。这也为中国保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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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2030年的保险市场 图6：中国保险市场结构 

来源：  来源：  

图7：中国数字保险市场  

来源: ITC,IHC Markit, 裕利安怡 



 

11 

全球保险科技大爆发 

金融科技的全球崛起貌似势不可挡：2018年，风投支

持的交易数及资金金额均创下新高（见图8）。即使已

将蚂蚁金服2018年第二季度的过亿轮巨额融资从数据

集中排除，过去一年的增幅仍然骄人：交易数量增长

了15%以上，而资金更飙升了42%。 

北美、欧洲和亚洲这三大地区仍主导全球金融科技版

图；只有不到4%的全球资金落在这些核心市场以外。

不过核心市场却也在经历此消彼长（见图9）。若回溯

2014年，所有保险业务中超过2/3集中在美国；亚洲

（主要为中国）和欧洲的市场份额等量齐观，均为14

%。而四年以后，格局已有所不同。欧洲仍维持了14%

的份额，而亚洲的份额已升至35%（依然不计入蚂蚁

金服的过亿轮巨额融资）；以交易数量计，亚洲虽在2

018年下半年略有退步，但已仅次于美国（515 vs 

659）。 

而在飞速发展的金融科技领域内，也有一个特定细分

行业呈现一枝独秀之势，那就是保险科技。2018年，

这一细分领域获得的资金达到35亿欧元高位，相比20

17年大增87%；交易数量也增长27%。其结果便是保险

科技在整体金融科技版图中的占比从2014年的10.4%

提升到2018年的16.4%。而且保险科技的投资尚无任

何退潮迹象。恰恰相反，随着企业投资者的涌入，交

易 数 量，尤 其 是 资 金 预 计 还 会 进 一 步 增 加—

因为企业投资者更倾向于将筹码集中于已成立的保险

科技公司，而不是创业期交易。其背后机制已显而易

见：当前主导者试图以保险科技公司为杠杆，以实现

自身业务模式转化，并产生新的营商系统。不过，尽

管大势如此，但中美欧三地的保险科技市场形势可谓

截然不同。 

中国保险 

来源: CBIsights 

图8：金融科技刷新纪录的年份 图9：亚洲地位日益重要 图10：保险科技飞速发展  

来源: CBIsights 来源: CBI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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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栏2：保险科技市场的划分  

总体而言，保险科技市场可分为三个部分：传统保险公司、互联网保险公司和技术服务公司。传统保险公司业界经

验丰富，产品设计能力强大，能够独立研发产品和分销模式，但很少为用户量身定制服务。互联网保险公司与互联

网及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整合性强，善于精简流程，但其产品整合度较低。技术服务公司能够提供点对点服务，有较

强技术资源，不过无法独立开发产品和服务。其需与保险公司紧密合作。 

图11：保险科技市场的动态   图12：保险科技出资 

来源: Pitchbook 来源: Pitchbook 

中国、欧洲与美国的对比 

鉴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以及保

险平台的卓越表现，对这三大主

导市场中保险公司状况的初步观

察颇令人惊讶：中国的保险科技

版图要比另两家小得多。接受分

析的保险科技公司中仅7%位于

中国，而美国和欧洲的比例分别

达到55%和38%。我们的访谈合

作方也认为中国的保险科技投资

仍停留在早期阶段，大多数融资

仍在A轮或B轮。科技保险业仅

在近些年开始显现更大吸引力。

不过这些市场的发展动态却颇为

相似（见图11）。所有地区内的

技术公司成立高峰期均在2015/2

016年间。尽管资金流入仍呈升

势，创业潮却已消退。 

 

尽管若以公司数量衡量，中美之

间差距巨大（美国保险科技公司

数量是中国的8倍），但两者的

资金差距却小得多（见图12）：

美国保险科技公司在2018年总共

募得58亿欧元，而其中国同行获

得的资金总额则为40亿欧元，中

国业界所获金额已是欧洲业者的

4倍以上。因此，中国每家公司

平均获得资金额要远高于其他地

区：达到1.13亿欧元，相比之下

，美国为2000万欧元，欧洲则是

可怜的520万欧元。不过，这些

数据也不可全然置信，“过亿轮

”融资对其造成了一定扭曲，在

中国尤其如此：如平安健康医疗

获得的28亿欧元融资以及众安保

险 获得的8.05亿（均通 过IPO）

就表现的十分抢眼。尽管在美国

超过8800万欧元（即1亿美元）

的过亿轮也不少，我们记录了12

起（相比之下欧洲仅2起），但

由于美国的交易总数较大，因此

其对平均数的扭曲作用有所稀释

。而中国保险科技领域的各项数

值再次证明了其高度集中，资金

充沛的特质。 

我们访谈合作方的观点与此极为

相近。据其所称，投资已从原先

分散的，广撒网式的策略转为重

点集中式策略。2015年，仅4家

公司获得超过8800万美元融资，

而到2018年底已有超过13家公

司获得8800万欧元乃至更多融资

。由此可见，市场共识正在逐步

形成：投资者对于行业未来走向

已有更好把握。目前来看，基于

互联网分销的保险销售和价格对

比平台最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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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资策略（融资状况）方面，

中国风投的比例明显较高（见图

13）。另一方面，诸如私募股权

或企业扶持融资等其他策略在中

国难得一见。美国和欧洲的资金

格局更为多元化。不过，如果对

募集的金额加以分析，情形再次

为之一变：美国超过90%的资金

，以及欧洲80%的资金来自风投

。另一方面在中国，得益于平安

医疗科技和众安保险的成功上市

，风投金额占比不到10%。 

最后，我们考察了不同的退出渠

道，重点聚焦IPO和并购（见图1

4）。此处揭示出中国保险科技

版图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已有

4家中国企业挂牌上市，超过美

国的2家和欧洲的1家。另一方面

，企业并购这一主要退出渠道在

中国并不流行：目前仅1家保险

科技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这是

为何呢？很可能，市场中可获得

的充裕资金会让企业级买家打消

收购念头，有助于初创公司维持

独立性。亦或因为市场高度集中

，导致缺少企业买家，保险市场

的主导企业倾向于培植自己的保

险科技公司，而不是将其卖给竞

争者。无论原因为何，中国市场

中并购的缺席提升了投资者的风

险。 

不过，我们的访谈合作方声称总

体趋势仍对保险科技初创公司和

外国投资者有利。中国正大力支

持初创企业，尤其是技术相关企

业的发展，这对企业家无疑是利

好。尽管保险科技并不是重点关

注对象，但该行业仍从总体向好

的趋势中获益良多。与保险公司

不同，保险科技公司由于本质上

专注于技术而非融资资金，因此

并未受到严格监管。对于我们的

访谈合作方而言，目前是一个令

人倍感振奋的投资机会窗口，即

使是对想要购入整个保险科技集

群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是如此。 

中国保险市场的结构与德国的有

部分相似之处。例如，主导企业

已有合理的线下基础架构来分销

其产品。因此不论对投资还是合

伙，增长动力均来自技术方面。

例如，如果在技术方面（承销和

定价）得到妥善管理，技术密集

型分销渠道及产品可获得指数级

增长。 

中国与国际保险巨头（欧美）之

间的互补性显而易见。在平台经

济时代，中国市场因其规模、目

标及灵活性而成为保险界必争之

地，外国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

场也是垂涎不已。事实上，对于

保险科技公司而言，中国消费者

简直是其天赐良机，而技术密集

型营销渠道及产品更将迎来指数

级增长。而且，监管方与当局有

方法，也有意愿鼓励技术与服务

类企业成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领

军者。 

全球保险业巨头有望进入飞速发

展的中国保险科技领域，其经验

，尤其是来自欧洲业者的丰富经

验（承销及产品研发、资产负债

管理、隐私及消费者保护等）将

会有所助益。随着中国与外国保

险公司间寻求双赢，其间的战略

合作伙伴与联合投资关系会日益

增多。 

图13：不同出资策略  

来源: Pitchbook 来源: IHS,Bloomberg,WTO,裕利安怡 

图14：中国并无企业买家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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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有关信用风险解决方案，请联系我们 

 

Email: Marketing.china@eulerhermes.com 

Tel: 021-60305900 

Website: www.eulerhermescn.com 

 

扫码关注裕利安怡社交账号 

微信公众号：裕利安怡 

领英：Euler Hermes Asia Pacific 

有关前瞻性陈述的注意事项： 

 

本文陈述的内容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其他前瞻性论述，这些预测基于管理层当前的观察角度，所用的假设中存在已知和未知的风

险以及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表现或终局与本文明确或隐含的表述出现明显差异。导致实际结果、表现或终局可能与前

瞻性陈述明显不符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i）总体的经济情况，包括裕利安怡集团核心的业务和核心市场所在的经济情况， 

（ii）金融市场的表现，涉及市场波动性、流动性以及信贷条件， （iii）已投保损失的频率和严重性，包括自然灾害和损失的后续

发展，（iv）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水平和发展趋势，（v）持续性水平，（vi）尤其是银行业信用违约的程度，（vii）利率水平，

（viii）汇率，包括欧元兑美元的汇率， （ix）法律和法规的变化，包括税收法律法规（x）收购包括相关整合问题以及重组措施造

成的影响，（xi）各种竞争性因素，具体个案基于当地、地区、国家和/或全球的相关因素。由于恐怖主义活动及其影响，很多相关

因素出现的可能性更大，或更明显。 

 

不承担更新义务 

 

公司不会承担对本文所包含任何信息或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的义务，或是保留任何法律要求披露信息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