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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的影响
人口和经济价值在城市的高度集中扩大了城市风险的潜在损失，意味着城市对保险的需求和范
资料来源：日内瓦保险协会
围比农村地区更大。这包括个人保险和商业保险（见图 3）。随着城市层面风险管理的兴起，
保险也将与城市风险缓解策略更加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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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需要解决一些保险业特有的挑战，它们主要因人口密度、资产累积和风险的相互关联
性所引起。围绕着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增加，
均加大了长期存在的挑战。此外，正如此次新冠疫情所示，流动性的增加和人口的高度密集可
能会加剧大流行病的风险。
因应这次新冠疫情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大大加剧了各级政府的财政约束。这些很快就会显现出
来。中央政府可能不太愿意以地方市政当局的“终极承保人”的身份来介入，各级政府将以不
同的眼光看待民营的保险公司，将它们视为潜在的风险承担者。
建议
基于我们的专家访谈和案头调研，我们为保险公司和公共当局提供以下四项建议。前两项需要
公共和非公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而后两项则与保险公司和市政当局更为相关。
1. 在风险管理方面协调公共部门与 民营资本的合作。政府应在灾害复原力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投资，保险公司则应利用其技术专长，支持当局进行城市规
划，以及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策略。
2. 利用保险投资基金来建设城市的复原力。在该行业 36 万亿美元的可投资资产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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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们的专家访谈和案头调研，我们为保险公司和公共当局提供以下四项建议。前两项需要
公共和非公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而后两项则与保险公司和市政当局更为相关。
1. 在风险管理方面协调公共部门与 民营资本的合作。政府应在灾害复原力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投资，保险公司则应利用其技术专长，支持当局进行城市规
划，以及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策略。
2. 利用保险投资基金来建设城市的复原力。在该行业 36 万亿美元的可投资资产中，只有
一小部分用于了基础设施项目。更多的投资应该面向减少排放和提高复原力的资本支
出。各国政府需要努力，降低与民营长期投资相关的政治风险，改善法律框架，并审
视现行保险偿付能力要求中阻碍此类投资的法规。
3. 探索风险转移的创新。参数化保险与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可以帮助解决困扰非
正规居住区家庭的主要保险保障缺口。另一种创新方法是通过降低保费来奖励居民参
加促进城市复原力建设方面的保险，或者可以通过非传统的保险解决方案来引导个人
行为，例如通过激励“重建得更好”的多年期保单。
4. 消除阻碍城市与保险公司合作的障碍。 保险公司应与市政当局就保险产品的费率和覆
盖范围进行沟通。政府应在卫生、财政、环境、住房、规划、建设和安全等部门之间
采取更加统筹的方法进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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