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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脸识别到猪脸识别 险企争先恐后布局保险科技

大型险企抢占技术研发和应用制高点，中小险企则将更多精力投入保险科技的应用转化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抢占保险

科技赛道的时间和空间正在进一步

缩小。

在蚂蚁金服和平安保险布局开放

型“保险科技平台”、众安在线高估值

赴港上市之际， 更多保险公司加大了

科技研发和应用力度———开发智能保

险顾问、接入云计算、将人脸识别技术

引入营销服务流程、 在农险承保理赔

流程中进一步推进“猪脸识别”……

截至目前， 已有多家保险公司拿

出近

1%

的营收用于科技投入。 不少

保险业人士担忧，如不拥抱科技，极可

能在未来丧失“赛跑”的资格。

保险科技投入攀升

“智能科技时代正在来临，赢科技

者赢未来。”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马明哲在

2017

年半年报中的这

句话， 精辟点明了行业当前面临的重

大时代变化和需要采取的应对策略。

目前， 保险公司布局保险科技主

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资金投入，二是人

才投入，三是机制建设。根据规模体量

和技术开发能力不同， 保险公司资源

投入的方式也大不一样。 中小保险公

司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保险科技的应用

转化上。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一家中型寿

险公司去年营收约

500

亿元， 但也拿

出约

3

亿元投入到技术系统改造和科

技应用中， 科技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

接近

1%

。 安盛天平财险专设了创新

中心，主要开展大数据管理和应用。

一位中小型保险公司中层管理人

员向记者表示， 他的公司近来加大了

和第三方技术平台公司的合作。“云计

算、人脸识别技术、通过大数据对客户

画像等都已经逐渐成熟， 市场上提供

这些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不少， 我们正

积极将这些技术更好地嵌入到保险营

运服务流程中，例如在线理赔、人脸识

别等。 ”

“开放还是不开放？不开放肯定不

行！ ”这名管理人员感叹，“今年以来，

明显感受到技术对行业的冲击， 保险

公司一旦在科技变革中落伍， 可能以

后连赛跑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数据

交互到什么程度， 如何减少数据字段

流出， 如何更多地将外在数据为己所

用，成为令他极为“烧脑”的一项工作

内容。

大型保险公司同样压力重重。 拥

有大量客户基数的他们如果不能快速

占领技术研发和应用制高点， 话语权

和领先地位将遭遇挑战。

以平安集团为首的大型集团公司

具备较强的科技开发能力，采取了“高

举高打” 模式， 除了保险产品提供商

外，还希望成为“保险科技提供商”。平

安几年前就设立金科公司， 集团专设

首席信息执行官， 最近十年来累计投

入

500

多亿元用于科技研发。 目前平

安集团科技研发人员超过

2.2

万人，

算法科学家

500

余人。 该公司管理层

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这两年平

安集团的科技投入约是营收的

1%

，

去年约

77

亿元； 今年随着营收增加，

科技方面的投入会更大。

太保集团也于今年启动实施 “数

字太保”战略，

9

月上线了首款智能保

险顾问“阿尔法保险”。当月，太保产险

亦在内部召开了首届创新大会， 展示

最新科技应用服务成果， 推动各部门

加快创新。

科技转化时间缩短

几年前，很多技术囿于自身限制，

商用普及度并不高。 但随着保险公司

在保险科技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 科技

转化的“时间差”正在缩短。

例如， 车辆定损运用到的图像识别

技术， 很长时间都没有在商用领域得到

很大发展。 这是因为技术应用难度很高，

图像识别大多是针对规则物体， 车险定

损则是更为复杂的现实场景。

蚂蚁金服保险事业群平台运营部总

经理徐艳表示， 该技术最初是帮助线上

店铺识图，继而是识别车牌，这有个很长

的发展过程。一点点积累之后，就再前进

一步———辨认核查车的损失。

图像识别技术进入车险定损领域

后， 虽然仍面临系统壁垒和技术磨合问

题，但应用速度已大大加快。

同样以蚂蚁金服的定损宝为例，拍

现场照片时， 智能算法会引导拍摄者往

前一步，或往后一步，或者低一点。 但在

与保险公司数据交互的过程中， 系统能

不能做到非常稳定， 任何时间不会多一

张或少一张？ 如何满足不同车型车主的

差异化需求？换修标准怎么统一？这些问

题曾一度引起业界质疑。

记者获悉， 在合作保险公司的多次

磨合下，定损宝

6

月推出至今近

3

个月，

上述技术链条已被基本打通。

天茂集团非公开发行7亿股获批 国华人寿资本金望大增

以6.92元/股发行底价计算，此次融资额最低也有48.45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天茂实业集团近日在深交所公

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关于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天茂

集团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144508

股新股。 如果以

6.92

元

/

股发行底价

计算， 此次融资额最低约为

48.45

亿

元。 截至

9

月

22

日，天茂集团总市值

390

亿元。

随着本次天茂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实施， 国华人寿作为天茂集团的主要

营收来源和利润来源， 其资本金规模

或将大幅增加，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料显示，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完

成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

国华人寿成为天茂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并纳入天茂集团的合并报表范围，

保险业务收入占天茂集团营业收入的

九成以上。

2016

年

7

月

22

日，天茂集

团公告由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变更成“保险业”，正式由“保险影子

股”变身为保险股。 这也是

2015

年以

来

A

股保险公司曲线上市的第三起

案例。

早在

2016

年

7

月，天茂集团便审

议并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今年

3

月

29

日，此次非公开发行的

相关议案获得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

6

月

21

日，天茂集团实施完毕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作出调

整：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

不低于

6.94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6.92

元

/

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698126801

股

调整为不超过

700144508

股。

根据披露数据，今年

1～6

月，天茂

集团的净利润为

12.6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4.99%

； 国华人寿上半年净利润约

12.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530.79%

。据

称， 净利润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国华

人寿有效控制了中短存续期业务， 大力

发展长期保障型业务。 在产品结构逐步

改善的同时，国华人寿加强了成本管控，

有效降低了负债成本和新业务亏损。

天茂集团认为，国华人寿自

2007

年

成立以来已有

10

年，前期积累的保单利

润将会逐步释放， 且国华人寿的固定成

本已趋于稳定， 未来随着资产规模的扩

大，固定成本将进一步摊薄，其盈利能力

将进一步增强。

此外， 天茂集团有意推动成立专业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2016

年

11

月

18

日，天茂集团披露，国华人寿与天茂第一

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

人民币

1

亿元发起筹建 “国华保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 国华人寿出资

8550

万元、新理益出资

1450

万元，分别

占国华资管

85.5%

、

14.5%

的股权。 截至

目前，该资产管理公司尚未设立。

大商所将推种粮收入保障计划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近日在农

业部举办的 “金融服务农业现代化

高峰论坛”上表示，今年大商所将尝

试推出涵盖场内和场外期权、“保

险

+

期货”、粮食银行等在内的农民

种粮收入保障计划。

李正强称， 在市场日益对资源

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经济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 由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波动引起的农民收入保障问

题， 以及大量进口农产品引发的定

价话语权问题， 将成为我国农业现

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这需要农业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市

场机构与实体企业等认真应对，共

同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

期市监控中心灾备系统近日启用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获悉， 中国

期货市场监控中心近日开始启用精

简版灾备系统。

精简版灾备系统全面采用虚拟

化、数据库整合、全闪存磁盘阵列等

新技术和新设备。 为确保该系统外

联网络安全可靠， 兼顾利用行业现

成资源、节约时间成本，监控中心基

于证联网这一行业信息化公共基础

设施， 实现与全部

172

家外联单位

的互联互通， 并同步实现了外资银

行接入证联网“零的突破”。

证券行业金融科技峰会成功举办

首届优秀证券公司APP评选揭晓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9

月

22

日，由证券时报旗下微

信公众号券商中国主办的“

2017

证

券行业金融科技峰会”在深圳举办，

首届券商中国·优秀证券公司

APP

评选获奖名单一并揭晓。

证券时报社副社长朱伟军在

致辞中表示，科技正在改变金融行

业业态，更多券商选择以金融科技

推动业务进步，金融科技也越来越

多成为券商关注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 邀请大家参与证券行业首届金

融科技峰会，更是为了探讨如何以

“金融科技重塑券业格局” 这一历

史性话题。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专家合伙

人、 阿里巴巴集团原副总裁车品觉

在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

AI

）在金

融服务领域最有潜力的三类应用场

景是———个性化财富管理， 即智能

投顾 （可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生

物识别技术（可反欺诈）；流程服务，

包括智能客服和区块链 （其中智能

客服可解决

80%

以上的用户问题）。

长江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金融

科技官韦洪波、 海通证券总裁助理

陈春钱、 国泰君安证券网金部负责

人毕志刚和中泰证券副总裁黄华等

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峰会还揭晓了首届券商中国·

优秀证券公司

APP

评选的获奖名

单。其中，华泰证券·涨乐财富通、海

通证券·

e

海通财、 平安证券·平安

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国泰君安君

弘、长江证券·长江

e

号、中泰证券·

中泰齐富通、中信建投证券·中信建

投证券、 东方证券·东方赢家财富

版、招商证券·智远一户通、兴业证

券·兴业证券优理宝等获得了“券商

中国·

2017

证券公司

APP

十大品

牌”奖项。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推出的首

届优秀证券公司

APP

评选，共吸引

64

家券商

APP

参与，并得到数据合

作方

TalkingData

的大力支持。 从数

据申报到评选会、 从评委打分到微

信投票， 主办方充分感受到了券商

参与的热情， 券商中国后台共收到

892

万人次投票。

宋春雨/摄

保险了没

（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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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审团” 助力保险争议案理赔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近日宣

布，针对争议理赔案的理赔，在业

内首推“赔审团”制度。保险理赔案

发生争议时， 理赔申请人提出申

请，由信美的会员或客户组成一组

参与案件赔付决定的人员，对案件

作出赔付与否的决定。

具体操作上，信美将在“信美相

互”

APP

社区板块开设专区，从赔审

程序启动、赔审人员遴选到审议及表

决，全程在线进行，并由区块链技术

全程记录。

赔审团成员来自信美会员或客

户，要求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持有信美保险产品满

30

天，与保险赔案的当事方无利害关系，

诚信记录良好，未曾发生不如实告知、

保险欺诈等行为。赔审人员的选取，将

在理赔申请人认可的方式下， 从信美

会员或客户范围内随机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