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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协会于 2018年在 7个成熟经济体中进行了一项客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半数

受访者来说，越信任保险公司和中介，越容易购买更多保险（见图 1），这一发现对于各个

年龄群体均能成立。在新兴市场中，由于人们对金融机构普遍缺乏了解，知名的受信赖的保

险品牌曝光度偏低以及一系列的结构性法律与监管缺陷，信任的作用更为明显。 

图图 11：：不不同同年年龄龄段段中中表表示示对对保保险险公公司司和和中中介介

更更深深的的信信任任程程度度会会使使其其购购买买更更多多额额外外保保险险

的的人人数数比比例例  

资料来源：日内瓦协会 2018年客户调查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保险业中信任所能扮演

的角色和本质进行了综合分析，以零售门为

重点，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共

同努力减小保障缺口——即需求的保障和

可获得的保障之间的差异。 

该分析基于经济学中对信任的定义。在经济

学中，信任被视作“机构性节能器”，它能够

减少甚至消除繁琐的验证与证明程序从而

降低交易成本。 

在更具体的保险业务场景中，信任可以被定

义为客户在保险公司未来行为上所下的赌

注。范围从支付索赔到保护个人数据和确保

算法的诚实。信任是保险业务的命脉，因为

保险业务本质上售卖的是在未来遥远不确

定的时间点向客户赔付的保证。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从保险的供需两

方面探索信任这个词的含义，比如它和保障

缺口的大小和性质之间的关系（见图 2）。举

例来说，信任影响着消费者对过度折扣的倾

向。过度折扣也可以理解为相比于明天的现

金，消费者对今天的现金有着非理性的过度

偏好。这会抑制对保险的需求。而信任水平

更高会降低客户对赔付金额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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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va Association 2018 Customer Survey in 7 mature economies reveals that for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increased levels of trust in insurers and intermediaries would encourage additional insurance purchases (see 
Figure 1), a consistent finding across all age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this share is expected to be even 
higher, given a widespread lack of experience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relatively low presence of well-
known and trusted insurer brands and a number of structural legal and regulatory shortcomings. 

Figure 1: Percentage of those saying that increased levels 
of trust in insurers and intermediaries would encourage 
additional insurance purchases

Source: Geneva Association 2018 Customer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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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is backdrop,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and nature of trust in insurance, with a focus on the retail 
segment, is set to offer additional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how to narrow the protection gap—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eded and available protection—through concerted multi-
stakeholder efforts. 

Our analysis is based on economic definitions of trust, viewed as 
an ’institutional economiser’ that facilitates or even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various procedures of verification and proof, 
thereby cutting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more specific context of insurance, trust can be defined 
as a customer’s bet on an insurer’s future contingent actions, 
ranging from paying claims to protecting personal data and 
ensuring the integrity of algorithms. Trust is the lifeblood of 
insurance business, as its carriers sell contingent promises to 
pay, often at a distant and unspecified point in the future. 

From that perspective, we can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rust for both insurance demand and supply, i.e. its relevance 
to the size and nature of protection gaps (see Figure 2). For 
example, trust influences behavioural biases such as customers’ 
propensity for excessive discounting, or in other words, an 
irrationally high preference for money today over money 
tomorrow that dampens demand for insurance. In addition, 
increased levels of trust lower customers’ sensitivity to the price 
of coverage.

Figure 2: How trust affects insurance demand and supply

Source: The Geneva Associati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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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2：：信信任任如如何何影影响响保保险险的的供供给给和和需需求求  

 

 

 

 

 

 

 

 

 

 

 

资料来源：日内瓦协会（2019年） 

 

 

信任也对保险业的供给侧有着重要的影响。

保险欺诈导致保险公司成本负担巨大，这也

让诚实的客户承担更高的保险费。保险公司

对客户预期诚信度的信任越高，他们的成本

负担就越低，产品的约束性条款就越少，相

应的保险的需求就会增加。 

 

 

潜在的成本负担下降潜力很大。依据保险信

息 协 会 （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2019 年数据显示，仅在美国，

财产和伤亡的欺诈索赔在一年中就给保险

业带来了超过 300 亿美元的损失，占总损失

和损失调整支出的约 10%。 

 

 

信息不对称是信任影响保险理赔供给的另

一方面。与其相关的挑战是道德风险，即，

在有保险的情况下可能不那么谨慎。在此背

景下，新兴的数字科技和现代分析技术正发

展为可能改变局势的力量。一些权威人士认

为信息不对称的时代将要结束，信息的扩散

会抵消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保险公司和

受保人创造透明（和信任）并将两者的相关

利益联合起来。其他专家则警告这一“美丽

新世界”取决于客户未来的隐私偏好如何发

展。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技术驱动的点对点信任

提升以及口口相传的扩大化效应。这一趋势

经由亲密团体和其他社群通过线上平台组

织起来，进入保险业。在此类商业模式中，

对同行团体和对组织它们的技术平台的信

任取代了对传统保险公司的信任。另一个例

子是区块链。比如在保险业中，部分初创企

业率先应用区块链技术提升失业险、财产险、

伤亡险和旅行险等险种中的效率、透明度和

信任。在更发达的市场中，生态系统合作伙

伴也是另一个技术影响信任的例子。 

 

 

这些发展将带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在新时

代，客户数据将成为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因

此，在数据使用和处理上，保险公司如何获

取并维护客户的信任对保险公司的声誉至

关重要。人工智能工具的诚信度和可解释度

同样需要获得关注。因为算法中可能存在潜

在的偏见。 

 

 

尽管保险公司自身仍处在信任赤字中，但相

比于深陷可疑数据处理调查的科技平台，它

们依旧保有相当的优势。依据日内瓦协会

2018 年进行的客户调查，仅有 3%的受访者

（和 7%的千禧一代）会首选科技平台的渠道

购买保险（见图 3）。保险公司能否负责任地

处理和使用数据以及其算法设计将决定他

们能否保有现在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高增

速市场，保险公司绝不能把这种优势看作是

理所当然的，因为大多数投保客户至少对从

新进入行业的公司那里购买保险持开放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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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客客户户偏偏好好的的保保险险购购买买渠渠道道  

 

资料来源：2018 年日内瓦协会客户调查 

 

在保险行业中，信任有三个决定因素，这些

因素也构成了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提升信

任减小保障缺口的路线图。首先，在保险公

司的绩效方面，保险公司建立和破坏信任的

核心是如何为保单提供服务和处理赔偿。其

次，从中介公司的绩效上， 

 

 

直觉告诉我们直接面对客户的个人和组织，

对于受保人而言，会严重影响其心中保险公

司的声誉和值得信任的程度。第三，在我们

考虑社会人口统计学的因素时，近期的研究

表明女性对保险的信任程度更高。这一研究

也显示对保险的信任程度随着年龄不断减

小。保险素养也和对保险的信任程度有着十

分积极的影响。 

 

 

基于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下路线图能

够让保险市场更好的在信任的帮助下发展。

路线图包括了需要协同发力的三个利益相

关者群体：保险公司（及其中介），客户及监

管者/立法者（见图 4）。 

  

  

  

  

  

  

  

  

  

图图 44：：在在保保险险市市场场建建立立信信任任----多多方方利利益益相相关关

方方路路线线图图  

  

 

资料来源：日内瓦协会（2019年） 

 

 

为使得保险公司及其中介更好得获得客户

信任，同时更多得造福社会，我们推荐保险

公司按照以下方式行动： 

 通过区分诚实的和（潜在）不诚实的客

户，精简理赔流程。由于可能发生的欺

诈客户行为而增加额外理赔流程并延

迟理赔，这会使人们对保险公司失去信

任，而且对诚实的客户不公平。 

 增加产品透明度和简单性，重点关注价

格和价值。可以通过技术建立对客户的

激励机制并使用数据和分析实现更简

单更清晰的承保流程。然而这可能需要

在效率和隐私之间进行微妙的权衡。 

 “借用”信任：作为一种新颖的方法，

保险公司可以和非保险公司或有影响

力的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受信任

的品牌或个人的隐含背书来接触新客

户。这种伙伴关系对于将保险业务模式

向传统重心（即支付索赔）之外拓展也

是必不可少。 

 

 

我们鼓励客户及其机构采取下列行动： 

来自代理或销
售代表 

在线购买 来自经纪人/
中间人 

通过消费者
品牌/平台 

千禧一代 全部受访者 

保保险险公公司司//中中介介  
 索赔程序更优  
 降低产品复杂程度  
 销售行为更温和  
 提高透明度  
 吸引客户  
 向非保险公司借用信任  
 利用对等信任  
 改善自我监管 

监监管管机机构构//政政策策制制定定者者  
 保护客户 
 促进行业竞争 

客客户户//组组织织  
 支持打击欺诈的集体行

动 
 只与值得信赖的保险公

司分享个人数据 



  

  

图图 22：：信信任任如如何何影影响响保保险险的的供供给给和和需需求求  

 

 

 

 

 

 

 

 

 

 

 

资料来源：日内瓦协会（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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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客客户户偏偏好好的的保保险险购购买买渠渠道道  

 

资料来源：2018 年日内瓦协会客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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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44：：在在保保险险市市场场建建立立信信任任----多多方方利利益益相相关关

方方路路线线图图  

  

 

资料来源：日内瓦协会（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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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upply side of 
insurance. The cost loadings applied by insurers to account for 
fraud are significant and lead to higher premiums for honest 
customers. Enhanced insurer trust in their customers’ prospective 
honesty would enable lower cost loadings, less restrictive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nd higher demand for insurance. 

The potential for lower cost loadings is significant. In the U.S. 
alone, according to the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 (2019), 
fraud in the property and casualty sector is estimated to cost 
the insurance industry more than USD 30 billion annually, about 
10% of total incurred losses and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Another area where trust matters greatly to the supply of 
insurance coverage i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 related 
challenge is moral hazard, or the probability of a person 
exercising less care in the presence of insurance cover. In this 
context, however,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modern analytics are 
emerging as potentially game-changing forces. Some pundits 
herald the end of the ag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argue 
that a proliferation of information will counter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creating transparency (and trust) for both 
insurers and insureds and aligning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Other experts caution that this ‘brave new world’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ers’ future privacy preferences. 

One concrete example is the technology-enabled rise in peer-to-
peer trust and the amplification of word-of-mouth. This general 
trend is now entering the world of insurance as affinity groups and 
other communities organise themselve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In such business models, trust in incumbent insurance companies 
is replaced with trust in peer groups and the technology platforms 
that organise them. Another example is the blockchain. In 
insurance, some start-ups have pioneered the use of blockchain 
to improve efficiency, transparency and trust in unemployment, 
property and casualty, and travel insurance, for example. In more 
advanced markets, ecosystem partners can serve as another 
example of technology-enabled trust influencers. 

These developments are set to usher in an era in which customer 
data will be a key source of competitive edge. Therefore, gaining 
and maintaining customers’ trust in how data is used and handled 

will be vitally important for insurers’ reputations. This also applies 
to the integrity and interpretabi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biases to be embedded in algorithms.

In spite of numerous trust deficits, insurers appear to be in 
a promising position to hold their own against technology 
platforms, which are under increasing scrutiny for dubious 
data handling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 Geneva Association 
2018 Customer Survey, only 3% of all respondents (and 7% 
of the millennials) polled name technology platforms as their 
preferred conduits for buying insurance (see Figure 3). Insurers’ 
future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responsible data handling and 
usage as well as algorithm building,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ir current competitive edge is sustainable. It should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as—especially in high-growth markets—the 
vast majority of insurance customers would at least be open to 
purchasing insurance from new entrants.

Figure 3: Customers’ preferred insurance purchasing channels

From a broker/
intermediary 

From an agent or 
sales representative

Through consumer 
brands/platforms

Online

■ Millenials    ■ All    

50%

38%

55%

34%

15%

3%

15%

7%

Source: 2018 Geneva Association Customer Survey

In order to substantiate a multi-stakeholder road map for 
narrowing protection gaps through fostering trust, we propose a 
triangle of determinants of trust in insurance. First, considering 
the performance of insurers, how an insurer services a policy 
and settles claims is core to building or destroying trust. Second,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mediaries, it is intuitively 
plausible that those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at the 



 支持打击欺诈行为的集体行动。保险欺

诈损害的是相互的信任关系，也会导致

成本负担。这对诚实的客户并不公

平，也会导致次优的总需求水平。

 与利用个人资料为客户谋利的保险公

司合作。当保险公司回应不利选择

时，他们会提升所有人的费率以补偿

自己的损失。这会使得低风险客户离开

公司的风险池，并放弃承保。“实时”承

保方法和现代分析技术可能能够减小

逆向选择的负面效果。

对决策者和监管者的建议如下： 

 保护顾客。有效的客户保护对于保险市

场中的信任不可或缺。首先，监管者应

当通过干预费率决定的市场机制或是

或其他限制保险费率因素等更细微的

手段让保险服务更容易获取。其次，监

管者需要应当确保保险公司有能力支

付赔偿且一直保有偿债能力。这可能需

要定时的审慎的监管介入。

 促进行业竞争。保险市场竞争程度和客

户信任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客户从一

家绩效不好的保险公司转移到另一家

更好的竞争者时成本相对更低。然而，

对保险公司来说客户流失的成本却很

高。因此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保

险公司更容易承担起改善绩效和满足

客户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