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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管必须时刻分析每创造一美元资本价值所需的所

有成本，以实现利润率的最大化。然而，对于如何规避

坏账造成的账面价值的减损，却很少分析问津。 

最为严重的情况下，这甚至可导致企业陷入破产。为

避免此类事态，就有必要对买家、行业、国家乃至宏

观经济层面进行分析和持续监控。  

描述 保障范围 服务 融资功能 客户关系 成本影响  

可保护卖方免遭商

品交易债务中的坏

账所导致损失的保

险产品 

破产、过期拖欠及政

治风险 

信用风险咨询、

风险评估、市场

咨询和债务追收 

无，但可促进融资 

买家并不会意识到已被

投保 

保单条款的改进可提升

客户关系 

  

   无 

 

信用保险 

银行对买家在时限

内支付正确金额的

支付义务进行担保

的协议 

买家拖欠  无  无，但可促进融资  由买家发起信用证办理 

1.仅覆盖单个买家的单

笔交易 

2.绝对成本昂贵，对安全

及信用额度有额外需求 

3. 绑定买家营运资本 

4. 索赔流程可能较长 

信用证 

某企业以低于票据

面值的价格购买其

他企业的应收账款 

破产和逾期拖欠 
债务追收和信贷

咨询 

将应收款项转为现

金，并付出费用 

应收款项代理的收债可

能影响客户关系 

1.大量的利润侵蚀 

2.客受户关系损失控制与

额度可用性相关的资金

量的约束 

保理 

以坏账准备金的形

式实施。如果任何

客户无法支付，可

用这笔资金来抵消

赤字 

任何损失 内部资源 无效 维持客户的直接关系 

1.考虑到风险承受力,对

销售有影响 

2.在资产负债表上进行资

本配置 

3. 无法抵消超出预期的

灾难性损失 

4. 需对信用管理资源 以

及信息获取、分析及监

控方面进行投资 

自办保险 

2016到2017年亚太地区重大

企业破产数（企业营业额超过

5亿欧元）的增长率约为 

 

企业破产  未付款票据      平均而言  

10张发票中就有1张遭遇拖欠  

未偿票据最终演变为未偿债务，并

给企业现金流、收益和资本带来毁

灭性后果。 

介绍 

 有一些常用方式来减轻信用风险，其主要特征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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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险可保护企业免受未偿付商业债务的影响。可确保票据得到支付并使企业更稳健地管理影响

交易的商业及政治风险。 

 1: e he es us c e-s ud es ages def p  

 2: f c c c  

信用保险可使企业销量提升最高达 

 

 
20%    1 
 

平均而言，银行借出的受保应收款项
可增加高达  
 

 
80%    2

 

减少坏账准备金  

对应收账款进行投保可盘活企业资本。

而且信用保险保费还可抵扣税款，而坏

账准备金则不能。 

更优质的融资条款 

银行一般会更愿意对已投保应收款项借款，还

可能减少资金成本。  

防范未付款及灾难性损失  

如果企业及其承保人遭遇不可预料的事件，即

可通过索赔流程支付票据。 

高度实用的经济知识   

贸易信用保险公司的信息数据库和技术平台可

帮助降低运营及咨询成本。  

 

信用保险保单给企业以安全感，从而对现有

客户投放更多信贷，或去寻找原本认为风险

过高的全新大客户。它还可帮助企业提升销

量，在现有客户的规模基础上扩大业务。投

保企业可在原先受到较多限制或主要考虑安

全性的领域进行赊销交易，这对出口贸易企

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竞争力优势。 

企业投资商业信用保险有多种原因，包括： 

  什么是信用保险？

拓展新的国际市场 

针对独特的出口风险加以保障，辅以对市场的

认识，来做出准确的增长决策。  

扩大销售 

如果应收款项已投保，企业就可放心地销

售更多产品给现有客户，或开拓那些原先

被认为风险过高的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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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信用保险也可以改善企业与其借款人的关系。许多情况下，银行实际上会要求企业投保贸易信

用保险来获取资产抵押贷款。 

    什么是信用保险？

某批发企业信贷部对某客户的信用额度

限制为10万美元。随后该客户购买了贸

易信用保险，保险公司对同一客户批准

了15万的额度。 

 

该批发商利润率15%，平均应收账款周

转天数45天，这一保单使其可以增加销

售来实现年毛利6万美元的增值。 

范例1：提升销量和利润 

信用限额 *每年8次发货 

销售回款天数为45天，利润率15% 

6万美元 
 

同一账户的年毛利* 

担忧：应收账款集中过高 

行动：银行要求其购买2.5万美元                    

的信用限额保险保单 

结果：抵押率从80%提高到85% 

受益：40万美元额外运营资本 

估值2500万美元的批发商 

一家估值2500万美元的电子批发商，其应收账

款集中度极高，仅有8个活跃客户。 

 

银行对该企业有所担忧。该企业随后使用了贸易

信用保险来将应收账款作为担保，保单特别指明

了所有买家，足以让银行放心。 

 

银行因此将抵押率从80%提高到85%。如此一

来，企业仅通过花费2.5万美元的贸易信用保险

费，就获得了40万的额外营运资本。这笔额外现

金即可用于企业发展和扩张。 

增加信用保险 

10万美元 

 

15万美元 

范例2：改善贷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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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供应商）现在正在或想要对客户采用

赊销方式进行销售。 

 

2. 您和我们签订一份贸易信用保险保

单。 

 

3. 我们会审核您客户的财务状况及对服务及

产品的支付能力，并在整个保单期限内持

续监控您的风险。 

 

4. 我们在审核您的客户后，会确认可投保的

赊销额度。 

 

5. 这样您就可以通过赊销方式向您的客户销

售，如果您的客户无法支付，我们就会为

您支付赔偿。我们也能帮助您追收未偿债

务**。 

 

当您对某个特定客户提出额外承保需求时： 

 

1. 我们会调查增加承保的风险，然后选择批

准或维持现有额度（后附详细解释）。 

 

2. 我们也会在买家遭遇财务困境时通告所有 

    投保人，以便投保人采取相应行动避免损 

    失。 

 

您（供应商） 

您的客户（买家） 

信用保险  

 信用保险保单如何运作？ 

贸易信用保险保单目标 

 

贸易信用保险保单并不仅仅是支付索赔，而是最终帮

助投保人避免可预见的损失。如果遇到不可预见的损

失，赔偿才会派上用场。 

保单起始时，裕利安怡会分析投保人可投保客户的信誉及财务稳定性，并为他们分配具体信用额度， 

即这一投保客户未能付款时的赔付额度。 

贸易信用保险如何运作？* 

*裕利安怡在中国大陆地区为合作伙伴提供信用保险的技术支持 

**该服务视地区而定，中国大陆地区详情请垂询 

       OverdueChina@eulerhermes.com 

 

 

赊销交易 
风险监测 

债务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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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客户未能付款，来自裕利安怡的全球贸易债务追收服务凭借真材实料的端对端业务能力

让您安心。 

收债流程*如何运作？ 

 
1. 您的客户对您有逾期付款。 
 

2. 您将您客户的信息递交给裕利安怡债务          

催收部门。 

 

3. 我们的当地债务催收专员会联系您的客户并

通过一系列的电话、邮件、信函或是拜访，

以友善方式追收债务。 

 

4. 如果需要诉诸法律行动，我们可帮您介入司

法流程。  

 

5. 整个债务催收流程中，我们会在任何行动前  

通告您相关费用。 

您将客户信息递交给裕利安怡 

您的客户对您有拖欠  

如果需要走法律途径，     

我们可以处理整个诉讼程序 

我们当地的追收

人员会用多种方

式联系您的客户  

为什么选择裕利安怡？ 

 
1. 作为安联集团的成员，我们的声誉即可

达到一定的震慑力，而不会被怠慢。 

 

2. 我们的追收专员都是追收及谈判方面的专

家，他们也善于维持客户关系。 

 

3.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有力的催收网络，

从法律前到法律诉讼行动中都可提供服务。 

 

4. 我们提供一站式服务，以专业手段处理您的

索赔和收债流程。 

 理赔及债务追收             

*该服务视地区而定，中国大陆地区详情请垂询 

   OverdueChina@eulerher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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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景难以预料，但由我们为您预测当下的贸易风险，充分保障您未来的现金流 。 

我们的优势 

 

1. 大量投资以增强我们的信用及金融信息相关能力 

 我们的风险分析师以及遍布各行业各国家的保险业者与我们投保人的买家在地理距离上十分接近。 

 

2.  在早期阶段就分析付款信息 

     从而识别出投保人买家财务境的早期迹象。 

 

3.  对个体买家进行深入研究、评估和监控 

            这让企业能够做出更加精明的决策来规避损失。 

 

我们具备的知识和洞察力 

 

我们致力于提供富有洞见的分析，助您掌控明天。 

信∙自专诚 智∙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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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信用管理及保险领域有100多年的丰富经验，作为安联集团的一员，裕利安怡一直以来都致力于   

帮助企业发扬企业家精神，助其蓬勃发展。 

贸易信用保险行业的领导者*    

市场占有率33% 

AA财务评级                             

出自普尔评级 

66000+                                    

全球客户数量 

9620亿欧元                                

全球承保金额 

29.13亿欧元                             

合并营业额 

21700 

每日受理信用额度申请数量 

295000+                                 

在160个国家和地区经办债务追收数 

83%的信用额度申请                

在48小时内处理 

5800+                             

名雇员遍布全球50个国家 

裕利安怡在全球

*截至2018年12月，全球市场占有率为33%；其余数据截至2019年 

微信扫码浏览官方小程序 

我们的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19F 05-07,08A 

电话：021-60305900 

邮件：shanghai@eulerhermes.com 

官网：www.eulerhermescn.com 

微信公众号 : 裕利安怡EulerHermes 

*裕利安怡在中国大陆地区为合作伙伴提供信用保险的技术支持 

**该服务视地区而定，中国大陆地区详情请垂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