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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保险延边扶贫 探索智慧、可持续、完整产业链模式

当山好、水美、空气新的安图龙泉村与多年

来热心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阳光保险相逢，

一幅智慧扶贫的新画卷正徐徐开启。

近日， 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来到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龙泉村， 与当地

县领导和村民共同启动阳光保险集团对口帮扶

龙泉村计划， 将在该村建设阳光冰泉大米生态

农场、冰泉煎饼加工厂、远程问诊医务站、有机

木耳专业生产合作社等精准产业扶贫项目，助

推当地村民尽快脱贫致富。

据了解，龙泉村位于安图县城西部，村内现

有人口

73

户

209

人， 其中朝鲜族

13

户

30

人；

贫困户

24

户

58

人。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

5

万元，未达到当地脱贫标准。

帮扶龙泉村 打造

切合当地的完整产业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让贫困人口和贫

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央的要求，更是企业的

责任。 阳光结对帮扶龙泉村以全村农户脱贫、逐

步实现村民致富、 壮大村集体经济为长远目标，

实现方式则坚持构建致富长效机制，通过农村合

作社形式与企业化运作相结合，以龙泉村资源优

势为基础，以企业化运作为抓手，助推“绿水青

山”的龙泉村早日实现脱贫和振兴目标。

据悉，阳光保险此次结对帮扶龙泉村，把可

持续性放到第一位，结合龙泉村资源禀赋、产业

特色， 从三个方面打造出贴合当地实际需求的

完整产业链：

一是目标定位高远。脱贫只是基本要求，致

富才是脱贫的最终目标。 阳光保险通过在龙泉

村与村集体、 当地能人共同实施一揽子实业项

目，力求取得“一箭三雕”的效果，即努力为龙泉

村村民脱贫致富奠定基础， 为村集体经济壮大

奠定基础，为提升龙泉村村民整体精神面貌、知

识、文化和生产业态的进步奠定基础。

二是构建致富长效机制。 阳光保险多年积累

的企业管理经验、治理方式、信息获取能力、市场

拓展能力注入龙泉村的实业项目后，将有效弥补

龙泉村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经验不足的短板，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力保障项目长期稳定健康

发展；通过向村集体捐赠方式，使村集体有实业

资产，将有力提升农民生产劳作的积极性，村集

体将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 村民收入提升；

实业项目每年产生的收益就地分配，用于壮大村

集体经济、农户分红及农户红利入股，为村集体

经济壮大及农户致富提供长期稳定的保障。

三是成立专业化扶贫产品销售平台。 助力

打造龙泉村农产品自有品牌， 引导农户生产出

拳头产品，将龙泉村独一无二的山水资源优势、

乡风民俗特色赋予在龙泉品牌内涵中； 协助开拓

市场，促进生产端和销售端打通对流，把准市场脉

搏以销定产，解决农产品知名度不高、销售渠道不

畅、点状经营规模小等问题，实现优质优价，助推

贫困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有了远程问诊 村民

享受到国际先进问诊服务

当前， 贫困乡村普遍面临医疗卫生条件差、村

医诊疗水平低等痛点，村民患病后无法得到有效及

时的医治。 为改善村民的就医需求，阳光保险依托

阳光融和医院资源和技术优势，在龙泉村捐建了远

程问诊医务站，并为医务站配备血压计、心电检测

仪器、 远程问诊软件等基础医疗设备及宽带网络。

每月分两次为村民提供查体、档案管理等服务。

5

月

16

日， 阳光龙泉远程问诊医务站首次开

诊。 村民们闻讯前来，通过视频体验来自阳光融和

医院专家的问诊服务。 常年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疾病

的村民刘怀玲在电视前介绍了自己的症状及之前

的就医情况，融和医院心内科专家赵令时耐心地为

她讲解并提供了治疗方案建议。

张维功表示，“这种快速高效的互联网在线视

频问诊方式， 让刚刚通过

JCI

国际认证的阳光融

和医院把国际先进的医疗服务送到了扶贫一线，

让龙泉村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国际先进的问

诊服务。 ”

据悉，阳光融和医院是在国家医改新形势下，

经原中国保监会批准， 由阳光保险集团与潍坊市

政府合作创办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康复、 转化医学与产业发展为一体的三级大型综

合性医疗机构。 开业不到两年就一次性高分通过

国际最严格版本的

JCI

认证。

两年来， 阳光融和医院开创了与多个国际机

构全面达成战略合作的先河， 先后与美国哈佛大

学

Joslin

糖尿病中心、 以色列舍巴医学中心产科

中心、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胸肺中心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发挥“保险＋投资” 优势

阳光保险立足主业扶贫

张维功在龙泉村走访时表示，“保险在扶贫方

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能够解决扶贫之中必须引起

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解决脱贫以后因病返贫、因

意外事故返贫、自然灾害返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

可以用商业保险的机制手段来解决。 另外， 在农

村，不管种植业养殖业还是整个农村经济，抗拒风

险的能力都比较弱， 这些原因造成了脱贫道路上

的一些新困难， 也都可以用商业保险的方式很好

地加以解决。 我们将竭尽所能地为包括龙泉村在

内的更多的贫困地区村民， 提供更丰富的扶贫保

险产品服务，保障他们的财产生活安全。 ”

一直以来，阳光保险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投身各项扶贫事业，阳光保险自成立以来，累计承

担社会风险

470

万亿元，已支付各类赔款

1160

亿

元，累计为超

3

亿客户提供保险保障，并积极探索

阳光特色的智慧扶贫模式。

在保险资金投资方面， 阳光保险积极参与认购

中国保险业产业扶贫投资基金

5000

万元，截至

2017

年底合计实缴

2300

万元； 阳光保险还通过股权、债

券、 债权等形式大力投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基建等

项目，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存量投资达到

373.7

亿元。

在保险产品扶贫方面，已陆续在

16

个省开展

覆盖类别广泛的农业保险服务，在贵州、青海、西

藏等

6

省开办扶贫团体意外险、重疾险等，承担风

险超过

400

亿元；

2017

年，国务院决定在粮食主产

省开展提高农业大灾保险保障水平试点， 阳光产

险黑龙江分公司积极参与了大灾保险试点工作，

从试点到成功签订玉米大灾保单仅用了一天时

间。 这样的保险让老百姓吃上了定心丸，遇到自然

灾害，让庄稼有了保障，不再靠天吃饭。

像这样立足主业扶贫的案例还有很多， 围绕

农村经济振兴的农业保险、林业保险、农产品质量

责任保证保险、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还有很

多农村应用场景的保险产品， 都是围绕当地扶贫

痛点而设计、开发的保险业务。

探索智慧、可持续扶贫机制

龙泉村村民致富路越走越宽

在龙泉村扶贫活动期间， 安图县委书记韩长

发向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颁发了荣誉村民

证书。 张维功在慰问贫困户吴大爷时激动地说：

“龙泉村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土地肥沃，没有理由

不富起来。 我现在是咱们龙泉村的村民了，咱们是

一个村的了！ 大家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

张维功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在安图龙泉村的

扶贫工作，可以探索出一个有效的智慧扶贫机制，

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扶贫范本。 如果这个范本

做成功了，我相信未来的扶贫道路会越走越宽，扶

贫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扎实地

将阳光龙泉扶贫模式落实到位， 让龙泉村村民有

更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 （CIS）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邓雄鹰/制表 本版制图：彭春霞

12家财险公司商车险新方案获批 最低可达1.96折

有更多险企正抓紧推进申报工作；全面型车损险也在加速推广，目前已有25家险企获批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商业车险费率改革正逐步推进。

四川、 山西等七地下调商业车险费率

系数的改革方案出炉已

2

个月， 中国

银保监会官网显示，目前有

12

家财险

公司申报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方案获

得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时，亦有多家

公司申报的全面型车损险条款获批。

12家险企新条款获批

截至目前， 中国银保监会已批复

多家财险公司申报的商业车险新条款

费率方案， 同意其在特定区域可进一

步扩大商业车险费率浮动范围， 进一

步下调定价下限。 新商业车险条款费

率获得批复的保险公司中既有平安财

险、国寿财险这样的大型公司，也有亚

太财险、珠峰财险、安心财险等中小型

财险公司和互联网保险公司。

作为商业车险三期费率改革的重

要一步，此次费改方案中，四川、山西、

福建、山东、河南、厦门、新疆等七个地

区进一步放宽了商业车险自主定价范

围。以平安财险为例，获批复的自主核

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为：

四川地区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

数调整范围为

0.65～1.15

；山西、福建

(

含厦门市

)

、山东

(

不含青岛市

)

、河南

等地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调

整范围均为

0.70～1.15

；新疆地区自主

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均

为

0.75～1.15

。 调整系数进一步下调

后， 七个地区车险折扣下限较上一次

下调范围达

12%～25%

。以综合折扣最

低的厦门为例，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5

年未出险的厦门车主最低折扣可达

1.96

折。

与

2017

年二期费改后财险公司

积极申报新费率条款和大量获批复的

情况相比， 此次进一步放宽七大地区

商业车险定价范围后， 新费率条款获

批复的财险公司数量有所减少。

证券时报记者从业界获悉， 出现

这种现象与费改覆盖区域不同有关。

二期商业车险费改覆盖区域较多，大

多数财险公司都会涉及； 此次定价范

围调整仅在四川等七大地区， 在这些

地区设立分公司的财险公司绝对数量

有所减少。 一位财险公司人士告诉记

者， 自家公司没有申报新条款是由于

在试点地区没有设立分公司。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公布的获

批名单并未包括所有打算进一步下调

保费空间的财险公司，有公司已经拿到

批文和在努力推进新费率条款获批。

据悉，随着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

革持续推进，在保费进一步下降、监管

部门严格监管无序市场竞争的背景下，车

险市场正逐步回归理性。 “今年四川地区

车险费用率下降了

10

多个百分点， 家用

车市场费用率平均在

35%

左右。 ”一家中

型财险四川分公司高管告诉记者。

全面型车损险推进

此次七大地区进一步放开商业车险

定价范围后， 部分地区全面放开商业车

险定价的试点工作也在推进。

作为商业车险费率改革的另一项新

举措，全面型车损险落地亦在推进之中。

5

月

18

日，都邦财险报批的车损险条款

和费率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批复， 可在湖

北、江西、深圳、宁波四个地区使用该条

款。这是第

25

家新车损险条款和费率获

批的财险公司。

一位财险公司人士表示， 上述车损

险又叫“全面型车损险”。 与以前的车损

险不同， 新产品是将划痕险等附加险并

入车损打包销售， 由行业协会统一制定

条款费率。 “不同客户需求不同，有些车

主就是希望买全所有附加险才安心，那

这个产品适合。 ”该人士说。

车险是我国财险市场的主力险种，其

定价改革既关系到财险公司经营情况，也

关系到广大车主利益。 广发证券分析显

示，截至

2017

年，机动车保险占比

74%

，

仍是财险的最主要险种。财险市场整体呈

现车险独大、其他险种跟进的特点。

上述财险公司人士表示，“大家现在

都做好了准备， 就是练好内功， 提升服

务，准备迎接无地板价的狂风巨浪。 ”

平安产险曹六一：中国企业“走出去”须强化风控网络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日前，平安产险在“助力中国企业走

出去”风险管理论坛上，发布了一套覆盖

中国企业开拓海外业务全周期综合风险

解决方案，为“走出去”中国企业的人员、

财产、法律责任、上下游信用等风险提供

全程保障。

平安产险副总经理曹六一在接受证

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走出

去”需要不断完善风险管理网络，增加风

险保障。

推出更具针对性的险种

今年是平安产险成立第

30

周年。平

安产险是最早一批追随国内企业走出

国门、承接海外风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目前， 平安产险与五大洲、

50

余家国

外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在当地出

单、外汇结算、过程服务、赔款支付等

环节为中国企业提供保险解决方案。

过去多年在承保、咨询、服务方面的

经验积累，使得平安产险对“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企业风险有着更深的认知。

“我们注意到，伴随中国企业实力

的拓展， 参与的海外业务越来越复杂

化、专业化、综合化，这使得其承担的风

险成本更高，也对企业在经营决策中的

风险控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据曹六一介绍，此次推出的“走出

去”产品包和服务包，就是根据过去的

风险管理经验，包括了建筑工程一切险、

施工人员意外险、预期利润损失险、雇主

责任险等一揽子保险产品， 满足企业在

技术装备输出、 工程建筑安装、 项目管

理、货品运输、雇主责任、人员意外等方

面的风险保障需求。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在海外还可

能面临安全、 法律等方面的突发特殊危

机。平安产险推出更具针对性的险种，比

如绑架勒索保险，专为“走出去”企业的

高管及工作人员提供遭遇绑架勒索时的

危机应对、谈判指导、赎金赔偿等服务；

董监高保险，为“走出去”企业的董事、监

事及高管人员提供履职责任风险、 上市

企业证券市场风险和投资者索赔损失及

抗辩费用等。

与国际顶尖机构合作

海外业务风险形态复杂， 对保险机

构的服务要求自然更高。曹六一介绍，一

方面，平安产险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

全公司

100

多位专家随时帮助企业解决

各领域的问题。

风控服务上， 平安产险应用一系列

科技创新方式，可为“走出去”企业提供

风控管理服务。 其中， 平安自主开发的

DRS

鹰眼系统， 绘制专属风险管理地

图， 实现企业对多项目的自然环境风险

实时监测， 及时提供风险防范建议。 同

时， 平安产险筛选具有海外服务经验的

优秀团队组成 “海外工程现场服务小

组”， 通过直接派驻现场服务人员的方

式，利用卫星遥感、红外热成像检测、无

人机查勘以及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应用，

为企业提供查勘、 理赔、 法律咨询等服

务，帮助客户减少损失，恢复项目运营。

另一方面，平安产险会选择与当地最

好的危机安全顾问和医疗救援机构合作，

引入当地资源化解危机。平安产险一位客

户外派的中国员工曾经在非洲遭遇绑架，

公司在当地的合作伙伴化险集团（

Control

Risks

）第一时间安排顾问介入救援，并通

过化险集团当地资源协助客户工作，最终

各方达成解决方案，人质平安归来。

截至

2017

年底，平安在全球七大洲

海外承保项目

457

个， 遍及七大洲

105

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