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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福祉的概念承认个人的总体福祉与整个生命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持续的财务义务

和实现未来的财务愿望之间的联系。虽然确保财务福祉是人寿保险的核心宗旨，但近年来，随着

社会经济、人口、健康和技术的发展，加上长期的低利率，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到了压力，并削弱

了以储蓄为导向的人寿保险在全球的吸引力。（见图 1）这不仅逐渐侵蚀了个人的财务福祉，也
引发了寿险业在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人寿保险行业如何帮助人们积累足够的储蓄，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在工作、休闲和持续教育

交替的较长寿命期间充分管理风险？它如何帮助个人在满足自身日益复杂的需求和实现其财务及

非财务目标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要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寿险公司超越传统的商业模

式，采取更整体化的措施来解决财务福祉问题。 

本研究简报概括了日内瓦协会关于财务福祉报告的结果。该报告讨论了正经历重塑风险和脆弱性

的社会经济、人口、健康和技术驱动因素（特别关注退休问题）；检视了保险公司目前采纳的财

务福祉战略；并评估了人寿保险扩大其角色的机会。除了广泛的文献综述外，该报告的结果还来

自对代表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保险市场的 25 家大型寿险公司的调查。 

图 1：寿险深度（保费占 GDP的比重），1980-2020年 

 

资料来源：汇编自瑞士再保险的 sigma 数据库 

塑塑造造未未来来财财务务福福祉祉的的动动力力 

退休后的不安全感正在增加。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正在削弱战后初期建立的

近乎覆盖全民的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各国政府已经通过减少退休福利和提高退休年龄来

进行应对。在发展中国家，庞大的非正规部门意味着国家养老金制度的覆盖范围有限，许多人口

仍然依赖大家庭的养老支持。然而，随着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非正式的

家庭支持网络正在减弱。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都以创新的方式应对，以扩大雇主和个人养老金，但

退休储蓄和保险保障仍然不足，许多人在进入老年后面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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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financial wellbeing recognises the link between 
the general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sufficient resources throughout their life course to meet 
ongoing financial obligations and achieve future financial 
aspirations. While ensuring financial wellbeing is the core 
purpose of life insuranc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have 
come under stress in recent years as socio-economic, 
demographic, healt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combined with a protracted period of low interest rates, have 
dented the appeal of savings-oriented life insurance globally. 
(See Figure 1.) Not only has this gradually eroded the financial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it has also raised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should evolve in the future. 

How can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help people accumulate 
sufficient savings, promote healthy lifestyles and adequately 
manage risk over longer life spans that are likely to alternate 

periods of work, leisure and continued education? How can it 
help individuals themselves take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meeting 
their increasingly complex needs and achieving their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goals?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successfully will 
require life insurers to look beyond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and take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financial wellbeing.

The Geneva Association’s report on financial wellbeing 
discusses the socio-economic, demographic, health 
and technological drivers that are reshaping risks and 
vulnerabiliti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retirement); 
examines the current financial wellbeing strategies deployed 
by insurers; and gauges opportunities for an expanded role for 
life insurance. In addition to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its findings are informed by a survey of 25 large life insurers 
representing insurance markets in Asia, Africa, the Americas 
and Europe. 

Figure 1: Life insurance penetration (premiums as a share of GDP), 198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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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健康趋势也给医疗支出带来了压力，并损害到财务福祉。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65 岁及以上

的长者中有近 60%报告说患有两种或更多的慢性疾病。虽然近年来老年人中观察到的残疾程度有

所下降，这有助于延长工作寿命，但慢性病发病率一直持平或上升，这表明老年人的基本健康状

况并没有与预期寿命同步增长。在许多国家，较年轻的成年人群体中的慢性病发病率正在上升，

这一事实也令人担忧，可能会给健康和护理预算带来额外的压力，破坏生产力并减少整个生命周

期的财富积累。此外，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财务不安全本身会加剧身心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而造

成恶性循环。 

以低利率为特征的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削弱基金型养老金和私人保险提供满足未来退休人员收入需

求福利的能力。更具挑战性的是，最近通货膨胀率的飙升可能导致养老金储蓄者面临（越来越多

的）投资负收益，以及未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退休收入水平受到侵蚀。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

下，今天的年轻人是否能够储蓄足够的金额以确保安全的退休生活是值得怀疑的。虽然行为上的

适应，如更早开始储蓄和更长的工作年限，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实现目标，但某些额外

的力量，如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市场的非正式化和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也将对他们的退休收入前

景构成压力。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消费者互动的一个关键渠道。与迄今为止作为寿险公司主要目标的婴儿潮一代

不同，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技术很了解。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COVID-19引发的不安

全感导致他们对人寿保险的需求突然激增，而拥有数字能力的保险公司在满足这些群体的需求方

面最为成功。例如，自2020年以来，具备数字能力和算法驱动核保的美国寿险公司的销售额增长

了30-50%。1然而，尽管一些寿险公司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整个行业在利用数字技术方面却进展缓

慢。这为定位在金融、老龄化和健康之间的独立技术平台开辟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据估计，

自2011年以来仅在老龄化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估计就增长了10倍以上，到2020年已超过了10亿美

元，这表明这是一个准备充分利用长寿经济的行业。2然而，这些发展是否会在提高财务福祉、改

善消费者参与度和推进金融普惠方面产生真正的影响，或者仅仅是为营销和分销创造新的界面，

还有待观察。 
 
 
 
从从调调研研中中了了解解到到的的财财务务福福祉祉见见解解 
 
为本报告进行的调查探讨了 25 家大型寿险公司（寿险部分的年度总保费合计超过 5500 亿美元）3

对不断演变的财务福祉概念的看法。特别是，它侧重于以下方面： 

• 保险公司对财务福祉的理解和看法 

• 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财务福祉的概念 

• 深入了解保险公司加强其在财务福祉中的角色时所涉及的机遇和挑战 
 
图 2：财务福祉：消费者需求 

 
1Kakar 2021. 
2Etkin 2021. 
3Calculated based on published data for the life segment (including health, life, annuities, accidents and 
disability) in 2021, and when not available, 2020. 
3根据 2021年寿险部分（包括健康、人寿、年金、意外和残疾）的公开数据计算，否则为 202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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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调调研研中中了了解解到到的的财财务务福福祉祉见见解解 
 
为本报告进行的调查探讨了 25 家大型寿险公司（寿险部分的年度总保费合计超过 5500 亿美元）3

对不断演变的财务福祉概念的看法。特别是，它侧重于以下方面： 

• 保险公司对财务福祉的理解和看法 

• 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财务福祉的概念 

• 深入了解保险公司加强其在财务福祉中的角色时所涉及的机遇和挑战 
 
图 2：财务福祉：消费者需求 

 
1Kakar 2021. 
2Etkin 2021. 
3Calculated based on published data for the life segment (including health, life, annuities, accidents and 
disability) in 2021, and when not available, 2020. 
3根据 2021年寿险部分（包括健康、人寿、年金、意外和残疾）的公开数据计算，否则为 202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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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综述的发现，该报告将财务福祉（和相关产品）解释为消费者需求的生态系统，包括财

务知识、储蓄、债务、钱财管理和总体幸福感，以及退休和风险保障等核心保险产品。调查显示，

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已开始扩展其角色，以应对这一范畴内的所有方面。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寿险

公司而言，重点集中在图 2 中表示为深色到中等深色的区域，诸如退休规划、储蓄和财务知识等。 
 
大多数保险公司都同意应该全面考虑财务福祉，但它们的重点仍然是退休储蓄——这表明在公认

的重要性与提供的解决方案之间存在着差距。人们普遍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推动了这一概

念并塑造相应的市场。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作为更多的销售、更好的营销和改善准入方面的推动

因素之外，技术驱动力并未被视为那么重要。保险公司和银行被认为是这个领域最活跃的参与者，

其次是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几年来有所增长，但独立（数字）平台被认为是最不活跃的
参与者之一。 
 
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提供超越了传统风险和储蓄解决方案的产品，以提升财务福祉。但大多数产品

在设计时都把退休保障设为首要目标，其次是理财知识和鼓励普遍的储蓄。耐人寻味的是，通过

更多的预防策略来限制风险敞口是最少被提及的动机。包括解决债务问题在内的财务管理不属于

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范围，这表明保险公司主要是在其传统角色的领域内工作，只是同时采取一

些渐进的措施来影响其它财务行为。产品特征似乎反映了这些发现。很少有保险公司将财务福祉

计划的重点放在年轻人身上，绝大多数保险公司专注于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只有不多的保险

公司的目标为老龄人。 

大多数保险公司认为财务福祉产品在增加客户数量、留存率和客户体验方面是成功的。人们认识

到，在增加与客户接触点的数量和提高质量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以加强客户的参与度和

影响他们的行为。在消费者成果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寿险公司有能力通过更好地定制产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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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储蓄作为总体储蓄目标的一部分来应对保险的低优先级，以及通过更好地整合医疗保健服务

来满足老龄人的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财务福祉。然而，人寿保险公司也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

如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挤压，使人们难以实现有意义的储蓄，加上政治和监管环境的动荡，使得促

成长期储蓄习惯变得困难。 

 
对对保保险险公公司司的的四四项项建建议议 
 
加大力度以直接影响储蓄和风险保障的决定性因素。财务福祉的概念中蕴含着一个消费者需求的

生态系统，它超越了寿险公司提供的传统产品。如果寿险公司希望更有战略性地对自己定位，就

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包括通过与政府、理财顾问和财富及资产管理公司合作，通过财务知

识传播、咨询服务、指导和财务激励等途径，直接影响退休储蓄和风险保障的决定性因素。这样

做可能需要保险公司创造或购买新的承保能力，或者通过合作来引进这些能力。 

在年轻人中促进财务知识的普及。缺乏对财务教育的重视，使年轻人没有准备好应对当前劳动力

市场的不安全感，并成功地为退休做好准备。而且还忽略了在幼年时期就能发挥人寿保险作用的

机会。通过相对较少的投资，保险公司可以与国家教育机构、学校、社区和数字平台合作，通过

开发创新的方式包括游戏化、使用社交媒体以及利用口碑和“有影响力者”，来更广泛地传播财

务知识。 

通过预防措施改善风险敞口。很少有寿险公司将限制风险敞口作为开发新产品的主要动机。然

而，财务福祉、总体幸福感和风险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改变这些行为需要保险公司将数

据科学嵌入其产品的核心，并将其视为了解需求的关键，将范式从维修/更换转变为预测/预防。
同样，使用数据科学来更好地整合健康和保健产品可能会带来显著的收效。 

挖掘长寿经济。寿险公司为开拓蓬勃发展的长寿领域所做的努力目前来看并不大。此外，几乎没

有什么迹象表明它们的产品能应对不断变化的退休模式，如不退休、分阶段退休和退休后的新职

业，或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新的解决方案，如“银色公休”，使中年人能够重新掌握技能，鼓

励延长工作年限，以及补充健康和护理福利以承接政府的某些职能，这些都有助于保险公司发掘

银色经济的潜力，提高行业与老龄化社会的相关性。 

***** 

这些都事关重大——不仅事关寿险行业，也事关未来几代人的财务福祉。保险行业在帮助个人和

家庭应对当今快速变化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

他们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必须对财务福祉有更广泛的理解，在继续履行其传统的退休储蓄和保障

使命的同时，也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全面满足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的需求。有令人鼓舞的迹

象表明，该行业已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同样很明显的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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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延长工作年限，以及补充健康和护理福利以承接政府的某些职能，这些都有助于保险公司发掘

银色经济的潜力，提高行业与老龄化社会的相关性。 

***** 

这些都事关重大——不仅事关寿险行业，也事关未来几代人的财务福祉。保险行业在帮助个人和

家庭应对当今快速变化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

他们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必须对财务福祉有更广泛的理解，在继续履行其传统的退休储蓄和保障

使命的同时，也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全面满足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的需求。有令人鼓舞的迹

象表明，该行业已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同样很明显的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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