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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险险业业的的气气候候变变化化风风险险评评估估 

全盘的决策框架和对资产负债表两端的关键考虑 

 

日内瓦协会保险行业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专题小组 

Maryam Golnaraghi （项目负责人和协调作者）, 日内瓦协会 

 

起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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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Bertogg, 瑞士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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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Fischer, 安联 | Ben Carr, Bianca Hanscombe, Jean-Francois Coppenolle, 英杰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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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 Elamri, Olivier Poissonneau, Helene Chauvea, 安盛 | Gloria Jimenez, Alex Speers, 安达 
Hidenao Makiuchi, Kazumi Hayashi, 日本第一生命 | Jörg Steffensen, 汉诺威再保险 
Brandon Blant, Mandy Dennison, Pierre Bernard, Laura Willett, 加拿大 Intact 金融集团 
Cindy Forbes, Margaret Eve Childe, Maria McGowan, Herman Ko, 宏利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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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aid Seria, Yun Wai-Song, 法国再保险 | Martin Weymann, 瑞士再保险 
Z. Ming Li, John Campbell, Kei Kato, 东京海上 | Dennis Noordhoek, 日内瓦协会 

 

导导言言 

在过去的五年中，随着对气候变化科学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广泛认可，在全球公共和私

营部门中，向具有韧性的低碳经济转型的行动正在缓慢升温。其中 一个关键点是 G20 金融稳

定委员会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成立，该工作组基于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机遇和情景分析，为与气候有关的财务信息披露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各行各业越来越多地采

纳了 TCFD 建议，这表明有必要进一步开发和测试特定行业的气候风险评估方法，包括情景分

析。1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气候变化目标，需要对商业模式和日常生活进行重大变革。通过

在定价、建模和提供自然灾害风险的保障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保险公司正在为促进向具有韧性

                                                           
1 提供不同行业特定场景和相关风险指标的指导也是 TCFD 的优先事项。 

数数字字化化保保险险业业务务模模式式的的监监管管考考虑虑事事项项 

Dennis Noordhoek，公共政策与监管专题主管，日内瓦保险协会 

 

背背景景敍敍述述 

COVID-19 大流行以及随后的“封城”措施迫使许多保险公司加快了向数字化业务模式的转

型。在不少国家，这种转型颇为成功。然而，这场危机也突显出国家监管框架在阻碍和促进保

险业向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数字化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保险公司及其客户获取益处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无法进行面对

面互动的情况下特别有效。在 COVID-19 引起的“封城”期间，这一功能发挥得最为充分，因

为数字化推动了速度和效率的提高，而与客户身在何处无关，并有望改善客户服务和满意度。 

然而，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类收益。监管框架和公共政策在创造有利于数

字化保险业务模式的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非（无意中）阻碍数字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监管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日内瓦保险协会对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保

险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具体地探讨在保险业务数字化方面存在的监管障碍。 

 

 

对对数数字字化化保保险险业业务务模模式式的的助助益益 

 

为深入了解保险监管因素相对于其它因素的促进作用，参与调查的保险公司被要求对最有利于

数字化保险业务模式的因素进行排名（图 1）。 

 

图 1：监管和社会因素对数字化保险业务模式的助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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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政府政策、数字化基础设施、隐私和数据保护以及大众文化和心态，都不被视为是

数字化商业模式的阻碍因素。然而，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保险监管框架的便利/融洽程

度尚不足，有时反而成为数字化进程的障碍，而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则表示，监管/监察部门

对数字化保险模式不够融洽。 

虽然监管融洽度在许多方面都有进展，但令人关切的是，现行条例在关于确认（电子交付）和

保险单据交付的应用方面还缺乏灵活性，仍强制使用纸张以及对某些产品（例如单位连接型）

只允许进行面对面销售。 

  

数数字字化化的的具具体体障障碍碍  

纸质文件交付规定、保险分销规管和医疗检

查要求是报告中最常见的障碍，参与调查的

保险公司中分别有 46%、44%和 46%指出了

这些问题。 

近 40%的受访者还表示，有关实签名要求的

规定或不能使用电子签名的规定，也是一种

障碍。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以

数字方式签订保险合同时面临障碍。 

图 2概括了所面临的障碍。许多司法管辖区

提供了监管方面的积极效应，包括放宽原签

名要求、允许电子方式了解客户 (eKYC) 登记
以及以数字方式执行合同和索赔的措施。 

 

图 2：所报告的数字化方面的监管障碍（受访者百分比） 

聚聚焦焦中中国国 

中国保险业的大规模数字化在 COVID-19 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与中央

政府的数字化战略密切相关，它降低了因大流行病而采取紧急对应措施的

需要。尽管参与其中的中国保险公司报告称，在数字化方面还存在一些政

策和监管方面的障碍，但在商务与运营方面几乎不受影响。面对面的医疗

检查要求、对了解客户需求（KYC）以及规范性的销售和营销的要求均被报

告为次要障碍。数字化的障碍主要影响到需要面谈或实际医疗检查的业务

部门。然而，对于现已上市的产品，并无关于监管或政策障碍方面的报

告。 

 

在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在数字框架的助益程度方面排名第一，因

为所有的项目都被评为“便利/融洽”或“相当便利/融洽 ”，这使中国成

为被调查国家和地区中的数字化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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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务务和和营营运运方方面面的的影影响响 

近 60%的参与保险公司面临着额外的开销。这些不仅与实现数字化转型（如 IT基础设施）有
关，而且与监管和报告的要求有关。只有一小

部分受访者（14%）称没有产生额外的费用。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经历过销售的减少，而 50%的
受访者则经历过运营影响（23%为中度影响，近
10%为严重影响）。近三分之一受访者（32%）
称出现了现有客户的流失，尽管多数公司的流

失程度非常轻微。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问卷

调查时，对商务和运营的全面影响还有待观

察，因为许多影响只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才能

完全展现。 

主主要要 结结论论 

1. 保险监管框架对数字化的助益性被认为

明显要小于政府政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当地文化等宏观层面因素。 

2. 最常被提及的三个监管障碍是纸质文件交付规定、缺乏针对医疗检查程序的远程医疗

规定和保险分销规管。 

3. 在COVID-19封城期间，数字化方面的监管壁垒导致60％的保险公司增加了成本，其中

50％的保险公司报告了受到销售损失和/或运营影响。 

4. 监管机构与保险行业的参与和合作，以及一个适应技术发展的监管框架，是建立助益

机制的两个最常见因素。 

聚聚焦焦新新加加坡坡 

新加坡的保险公司报告称，在 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波期间，销售出现下
降。虽然经济状况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调查结果显示，客户喜欢通过面对

面的渠道购买保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寿险方面，2020年上半年新业务保费
较 2019年同期下降了 13%。然而，调查结果确实表明，新加坡在数字化方面
几乎没有监管和政策方面的障碍。人们普遍认为，该国的政策、监管框架和文

化非常有利于数字化商业模式。 

 

由于新加坡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之间强烈的对话文化和持续的互动，潜在的问

题得以迅速发现并得到解决。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与该行业密切合作并关
注那些将从进一步数字化中受益的领域。监管机构不仅与该行业密切接触以了

解其数字化需求，还加强了对保险公司业务连续性措施、外包安排和资本充足

率的监督，同时通过监管通告的方式，闻风而动地提高对网络风险加剧的关

注。关于营销管理，已对若干监管规定提供了宽免措施，包括对尚未达到考试

要求的保险代理人给予宽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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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0%的参与保险公司面临着额外的开销。这些不仅与实现数字化转型（如 IT基础设施）有
关，而且与监管和报告的要求有关。只有一小

部分受访者（14%）称没有产生额外的费用。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经历过销售的减少，而 50%的
受访者则经历过运营影响（23%为中度影响，近
10%为严重影响）。近三分之一受访者（32%）
称出现了现有客户的流失，尽管多数公司的流

失程度非常轻微。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问卷

调查时，对商务和运营的全面影响还有待观

察，因为许多影响只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才能

完全展现。 

主主要要 结结论论 

1. 保险监管框架对数字化的助益性被认为

明显要小于政府政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当地文化等宏观层面因素。 

2. 最常被提及的三个监管障碍是纸质文件交付规定、缺乏针对医疗检查程序的远程医疗

规定和保险分销规管。 

3. 在COVID-19封城期间，数字化方面的监管壁垒导致60％的保险公司增加了成本，其中

50％的保险公司报告了受到销售损失和/或运营影响。 

4. 监管机构与保险行业的参与和合作，以及一个适应技术发展的监管框架，是建立助益

机制的两个最常见因素。 

聚聚焦焦新新加加坡坡 

新加坡的保险公司报告称，在 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波期间，销售出现下
降。虽然经济状况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调查结果显示，客户喜欢通过面对

面的渠道购买保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寿险方面，2020年上半年新业务保费
较 2019年同期下降了 13%。然而，调查结果确实表明，新加坡在数字化方面
几乎没有监管和政策方面的障碍。人们普遍认为，该国的政策、监管框架和文

化非常有利于数字化商业模式。 

 

由于新加坡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之间强烈的对话文化和持续的互动，潜在的问

题得以迅速发现并得到解决。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与该行业密切合作并关
注那些将从进一步数字化中受益的领域。监管机构不仅与该行业密切接触以了

解其数字化需求，还加强了对保险公司业务连续性措施、外包安排和资本充足

率的监督，同时通过监管通告的方式，闻风而动地提高对网络风险加剧的关

注。关于营销管理，已对若干监管规定提供了宽免措施，包括对尚未达到考试

要求的保险代理人给予宽限期。 



 

调查结果表明，需要继续努力，开发一个更有利于保险业数字化的监管和政策环境。监管机构

应该采用一种并不基于某种特定技术媒介的框架，以顺应未来的技术发展。在封锁期间所提供

的允许电子签名的监管宽松措施希望能够永久化，并有可能扩展至所有产品类别。在电子身份

认证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工作，这需要保险监管机构和更广泛的政策制定团体的共同努力。 

 

我们呼吁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与业界合作，找出数字化进程中的障碍，并寻求在满足监管目

标的同时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我们还鼓励深化监管机构包括其它司法辖区的同行之间的相互

交流，尤其是与那些数字保险生态系统蓬勃发展的国家，如新加坡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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