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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新趋势
如何利用平台实现保险行业现代化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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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展望未来
市场动态不断变化，保险科技初创企业日渐壮大，
影响力不断提升，这迫使传统保险公司摒弃过去产
品优先的模式，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当大多
数保险公司还在研究新业务及其运作和组织模式
时，行业领先者已经拥抱保险科技公司，而非与之
竞争。然而，现有的僵化体制阻碍了多数保险公司
前行的脚步。保险公司需要敏捷的平台、技术和工
具，才能成功跻身未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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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多变的市场

对大多数人来说，保险行业长期以来
给人的印象就是标准化的产品和最低
程度的互动。例如，许多人只是购买
车险，但希望永远不会发生事故或申
请理赔。然而采用人工智能 (AI)、物
联网 (IoT)、区块链和云计算的技术从
根本上改变了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开展
合作与互动的方式。多亏有了这些技
术，使得深度个性化的保险产品不仅
价格亲民，而且易于扩展。
为了满足新的客户需求，一些保险公
司正在向着以客户为中心的广泛生态
系统发展，这种生态系统将医疗、健
康、旅行和交通等多个领域的保险和

非保险服务汇聚在一起。小时车险、
移动小额保险和酒店租赁保险等基于
使用量的服务激增，也反映了按风险
计算的传统保险产品线和组织形式逐
渐向更加丰富、更为个性化的选择转
变。
作为这些新趋势的发起者，保险科技
公司已成为全球保险业的重要创新之
源。不看好保险科技公司实力的保险
企业可能发现自己面临的威胁不仅来
自保险科技公司，还来自采用其服务
的具有创业精神的保险公司。

保险科技公司的创新可以帮助传统保
险企业扩大业务范围，深化各个渠
道、各个地理区域、各个业务线的参
保者互动。许多保险公司都意识到这
是当务之急。例如，在 2016 年，保险
企业和保险科技初创公司之间的交易
同比增长 42%。1 全球超过 30% 的保
险客户只选择保险科技公司的服务或
将这些服务与传统保险企业的服务结
合，以满足自己的保险需求，其中包
括一些非传统产品，如个人风险管
理、微型产品和保险即服务。 2 根据
IBM 商 业 价 值 研 究 院 最 近 的 一 项 调
研，在保费总规模和盈利能力方面表
现出色的保险公司中，有 81% 要么投
资于保险科技公司，要么与其开展合
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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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平台业务模式

与保险科技公司开展合作
与保险科技公司合作除了有可能获得
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外，还可帮助传
统保险公司克服阻碍，将创新理念付
诸实现。对传统保险公司而言，实施
新产品和新服务往往代价不菲。但通
过与保险科技公司合作，传统保险公
司可以充当创新的整合者，创建并展
示一系列专门的应用，为客户造福。

从传统业务模式转变为平台业务模式，
可以推动保险企业从“面向产品”向
“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因为平台支
持保险公司与客户直接对接，所以可以
帮助企业减少业务发展方面的制约因
素，实现更丰厚的利润。通过新渠道、
新数字产品让客户享受到更多创新服
务，这反过来也帮助保险公司更深入地
洞察自己所服务的客户。
平台业务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

创造有助于各方建立联系、进行互动
和开展合作的环境；

–

推动实现产品与服务一体化和个性化；

–

加速创新步伐。

由互为补充的产品和服务所组成的生态
系统构成了成功的业务平台，可为广大
消费者解决常见问题，提供更多机会。
有利于加强平台的接口是开放和基于标
准的，有助于在各方之间以及在整个生
态系统中建立信任。其他行业中平台业
务 模 式 的 例 子 包 括 ： Uber 、 Airbnb 、
YouTube 和 eBay。但与这些企业不同
的是，保险业的平台具有额外的复杂
性，因为它们必须整合现有的后台系
统。尽管具有挑战性，但保险生态系统
有机会让整个业界改头换面，焕然一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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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 年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的最
高管理层调研，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都
有平台方面的投资。在制定了颠覆战略
的企业中，有 57% 是平台业务模式的
构 建者或拥 有者。 4 尽 管 调研结果 表
明，只有 7% 的保险业最高层主管目前
在运营平台，但有 26% 希望尝试这个
概念，有 21% 打算重新分配资本以构
建或扩大平台。 5 由于每个行业都有企
业在投资平台，据 IBM 商业价值研究
院估计，未来 2 到 3 年，向这种业务模
式重新分配的资本可高达 1.2 万亿美
元。6

5

无论保险企业最终选择运营还是参
与新平台业务模式，都将无法避免
在平台中开展竞争。随着平台的迅
速扩展，各行各业似乎都感受到所
谓的亚马逊效应：无休止的发展和
颠覆市场。企业必须马上做出选
择，是拥有还是参与平台，或者二
者兼而有之，刻不容缓。选择不参
与平台的保险公司要么将错失平台
提供的互补性服务，要么必须自己
提供这些服务，而这通常难以做到
或不可能实现。

图1
开放的保险业平台
业务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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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开放平台

MetLife 为团体保险商打造平台
MetLife 和 IBM 携手为团体保险商
专门打造了保险平台。这个新平台
在云端包含核心保险功能、还有一
个数字前端和一些附加内容，提供
面向企业的解决方案。该平台改变
了 MetLife 团 体 保 险 的 销 售、 承
销、报价、服务以及维护方式。7

每个业务平台有一个平台所有者，它负
责提供底层基础架构，网罗互为补充的
企业，例如供应商，其目的是不断扩大
生态系统。消费者往往倾向于购买保险
平台中的服务，因其产品和服务等级多
样化，而且价格实惠。
要实施平台业务模式，平台运营者必须
做好三件事：
–

充分利用数据。将数据作为他们最重
要的资产加以处理并统筹，提升 业
绩，加强应变能力。

–

–

自动化、便捷的“构建和部署”流
程，能够每周持续更新软件。

–

可以访问和使用数据，以便对产品和
服务进行个性化和优化。

–

随时可用的开放环境包含灵活的服务
组合，支持共同创造与联合开发。

–

能够整合合作伙伴网络，汇聚各个服
务产品的各自优势。

–

通过提供现成的适配器，简化整合过
程，将设置和扩展困难降至最低。

–

遵守严格的安全标准，包括加密、认
证和备份过程等。

根据互惠原则创造价值。在整个生态
系统中采用深入合作方法，营造多赢
局面。

–

保险平台需要稳定的架构和强有力的监
管，确保生态系统中所有合作伙伴之间
的互动安全可靠。这种类型的模块化设
置根据当前需要整合必要的构建块。保
险行业的开发平台需要具备以下功能：

致力创新。重新分配资本和资源，从
保护市场份额转变为在新市场中开拓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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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为应对当今挑战，保险公司需要提高敏
捷性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与客户合
作。传统保险公司必须充分利用自身固
有的风险管理等能力，并将这些能力与
平台特有的灵活性和敏捷性结合起来。
这 样， 他们不 再只 是单纯 地提 供事后
险，还可以提供风险规避建议和其他补
充性服务。一个平台可由一个或多个保
险公司拥有，或者可以是由保险公司和
技术平台提供商共同建立的合资企业。
因为平台通常是开放的，所以可吸引新
的参与者，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体客户价
值。

主题专家

保险公司可参考其他行业的案例。但是
为实现这些新理念，保险公司所投资的
系统必须有能力解决新需求。在看到平
台业务模式在保险业的潜力时，请同时
考虑以下问题：
–

您的平台所拥有的技术基础是否安
全、开放？是否清楚平台参与者如何
掌握自己的数据？

–

怎样的共同价值主张有助于保护客户
的利益？

–

该平台是否足够灵活，易于访问？是
否能够在当前和未来的法规和监管环
境中增长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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