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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冷翠华

至 9月 19日，车险综合改革正式
实施将满一周年。

改革元年，“降价、增保、提质”的
阶段性目标基本完成，切实让利消费
者；险企持续完善管理体系，费用率
明显压降。但必须直面的问题是，险
企普遍感到“压力山大”，综合成本率
持续上涨，目前行业性亏损已经出
现，“活下去”成为不少险企的重要目
标。同时，车险综合成本率尚未行至
峰值；车险综改第二阶段尚未正式启
动，更大的挑战仍在前方。

形成“双降”“双升”新局面

2020年 9月 19日，车险综合改革
正式落地实施。之所以称之为“车险
综合改革”，是因为其不仅涉及商业
车险改革，还有交强险改革；不仅涉
及车险费率改革，还有产品设计、服
务变革等。

改革让利于民的效果是实实在
在的。据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介
绍，车险综合改革实施近一年以来，
累计为我国车险消费者减少支出超
1700 亿元，“降价、增保、提质”的阶
段性目标基本完成，车险市场呈现
保费价格、手续费率“双降”和保险
责任限额、商车险投保率“双升”的
新局面。

从“双降”来看，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7月末，车辆平均所缴保费2774元，
较改革前降低21%，88%的消
费 者 保 费 支 出 下
降。从险企费
用 率 水

平来看，截至今年 7月末，全国车险综
合费用率、车险手续费率，以及车辆业
务及管理费用率同比分别下降11.8%、
7.3%以及5%。

从“双升”来看，车险的风险保障
程度显著提高。交强险在价格不变的
情况下，保障水平由改革前的 12.2万
元提升至 2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平均保额提升 56万元，商业险投保率
由改革前的 80%上升至 86%。同时，
赔付率大幅提升。截至今年 7月末，
车险综合赔付率由改革前的 56.9%上
升至73.3%。

改革大幕拉开，倒逼险企提质增
效。中国太保产险董事长顾越表示，
虽然车险综改给车险经营带来一定压
力，但是也倒逼保险公司精细化经营、
精益化运营、精确化管理，特别是在客
户经营上，中国太保通过一段时期的
不断打磨，通过客户经营，有效对冲了
车险综改带来的压力。

锦泰保险相关负责人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印发

《关于推进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并以此为纲领，多方位、多层次应对
车险综合改革，包括优化管理机制、
变革运营模式；加强科技赋能、实施
精细管理；优化渠道结构、提升销售
能力；寻找业务增量、坚持
特色经营等，实践表明，
其 应 对 举 措 取 得 了 成
效，到今年 8 月底，其
车险业务规模保持

稳定，简单两率（综合费用率、综合赔
付率）明显优化。

车险承保亏损压力进一步加大

车险综改对消费者的让利显而
易见，给险企带来的经营压力也显而
易见。

“今年，车险承保亏损是一定的，
只是亏多亏少的问题。”面对车险承保
能否盈利这一问题，一家中小险企车
险负责人苦笑道。他的苦衷，也正是
全国众多中小财险公司共同的烦恼。
车险综改之后，车险承保亏损的压力
进一步加大。尽管依靠投资收益，险
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承保亏损的
缺口，但缺口过大则难以覆盖。

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到今年 7
月底，车险综合成本率一路上升至
100.93%，意味着从全行业来看，车险
承保陷入了全面亏损。

更“扎心”的是，目前的财务数据
仍然还没有完全体现车险综改的影
响。从财务年来看，险企今年的已赚
保费中仍有一部分来自车险综改之前
的保费确认，仍有改革前红利的影响，
而 2022 年的保费才将全部来自车险
综改实施之后，因此，其保费充足度将
进一步降低，预计综合成本率还将进
一步攀升。“车险综合成本率可能在
2022年到达峰值。”锦泰保险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车险行
业全面亏损将是阶段性

的。锦泰保

险相关负责人表示，若经营持续亏损，
保险主体必将进行自我调节，在监管

“高质量发展”政策引导下，市场将重
新回归稳健态势。长安保险车险部副
总经理贾振雷分析称，随着时间的推
移，车险综改前的历史保单影响越来
越小，财务报表将完全真实反映车险
综改实施后的成本，在市场调节机制
下，预计到车险综改实施两周年，车险
经营将回到综改前相对平衡的状态。

除了车险承保出现行业性亏损，大
型险企和中小险企之间的分化也备受
业内人士关注。中国人保副总裁、人保
财险总裁于泽表示，上半年，人保财险
车险发展整体平稳，新车份额和续保率
都有所提升，车险承保盈利39亿元，综
合成本率为96.7%。他分析认为，人保
财险的主要优势是基于大量客户和数
据的定价优势，以及规模优势。

对比之下，中小财险公司面临的
压力更大，后台成本、运维成本偏高，
风险识别与定价能力较弱，销售体系
不健全，防渗漏及反欺诈能力急需提
升等，都是较为突出的问题。对此，接
受采访的业内人士皆提到，中小险企
唯有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例如，锦
泰保险相关负责人表示，家庭自用车
是车险经营的基本盘和稳定器，车险
综改后，尽管个别地区家庭自用车出
现暂时性经营亏损，但不能就此放弃，
或进行方向性调整，唯有在该领域精
耕细作，才能生存下去。他表示，在险
企亟须提升的各项能力中，风险识别
与定价能力最为关键，必须花大力气
补齐短板。

贾振雷表示，车险综改实施以来，
长安保险加强了对车险各板块业

务经营情况的“回顾”，加强
风控，对部分高风险

业务采取主动压
缩策略，“专

注 自 己

擅长的细分领域去经营，即使业务增
长速度慢一点，也要控制好风险。”

增量市场的机会与难点

缓解压力，寻求发展，不仅要优化
存量市场，还必须寻找增量市场。对
于车险业务而言，增量市场在哪里？
业内人士认为，从行业层面来看，新能
源车保险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增量市
场，但对于各家公司而言，增量市场却
不一样，得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挖掘。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合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 1月份至 8月份，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81.3万
辆和 179.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近 2
倍。中汽协认为，照此态势发展，我国
有望提前实现2025年新能源汽车20%
市场份额的中长期规划目标。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
新能源车保险市场，尽管险企的关注度
都非常高，但策略却各有不同。人保财
险等大型险企积极布局，而众多中小险
企目前则是保持关注、审慎行动。

据于泽介绍，今年上半年，人保财
险新能源汽车保费收入 40.3亿元，同
比增长60%，保费贡献度3.3%，车均保
费 3900 元。对于新能源车赔付率高
于传统燃油车的原因，他分析认为，目
前新能源车还处在初级阶段，各主机
厂的产品和产品性能以及一些产品的
驾驶操作差别较大。随着新能源车的
迭代升级，包括科技手段提升之后，新
能源车的驾驶操控和安全性都会有大
的提升。对此，人保财险在车型定价、
从人定价等方面采取风控举措。“我们
将抓住新能源快速发展的机遇，大力
拓展新能源汽车保险。无论在定价上
还是销售渠道上，都做了充分准备。”

贾振雷认为，新能源车赔付率较
高，还有一个原因，即其动力系统、风
险因子与传统燃油车不尽相同，查勘
员对事故车辆定损经验较欠缺，维修
成本把控难。目前，长安保险也在加
强新能源车险业务的相关培训。同
时，中小险企掌握的新能源车承保理

赔数据量有限，风险保费测算与定
价也是一个难题。

顾越表示，对新能源车保
险，下一步，其将根据新的新

能源车条款费率，更好地
加以管控。

锦泰保险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对
新能源车险保持密切跟踪和积极探
索，做好承保理赔相关准备，将以“审
慎”原则积极推进新能源车保险的发
展。同时，他认为，新能源车保险将给
行业带来巨大增量，公司也需要结合
自身特点，挖掘属于自己独有的增量
市场。例如，该公司将其农险与车险
相结合，利用其网点优势，将车险业务
逐渐下沉到农村市场。

赔付率可能还将上升

对于一个年保费规模超过8000亿
元的巨大市场而言，一年的综合改革时
间尚短，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结
合当前实践，业界人士建议控制改革节
奏、加大对中小险企的扶持力度。

根据《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
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要引导行业
将商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
由 35%下调为 25%，预期赔付率由
65%提高到75%。截至今年7月末，车
险综合赔付率上升至73.3%，离预期赔
付率目标仍有一定差距，随着改革的
深入推进，赔付率可能还将进一步上
升，险企经营压力更大。

同时，根据改革节奏，自主定价系
数浮动范围将逐步放开，目前实施的
是第一步，将自主定价系数范围确定
为0.65－1.35，第二步将适时完全放开
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对此，业界人
士建议，为防范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
建议控制好改革整体节奏，特别是自
主定价系数全面放开需要充分论证，
不宜操之过急。同时，必须持续加强
监管力度，防范恶性竞争。同时，建议
提高折扣上限，解决高风险业务投保
难的问题。车险综合改革后，实践中，
绝大部分业务符合现有风险水平，但
也有部分业务在自主系数达到上限的
情况下，赔付率仍然超过了 100%，险
企为控制风险，出现不敢保的情况，建
议对该部分业务提高自主系数上限，
避免险企不敢保、客户投保难的问题。

同时，还有中小财险公司负责人提
出，加大对中小险企的扶持力度，虽然

《意见》表示要支持中小财险公司优先开
发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优先开发网销、电
销等渠道的商车险产品，不过目前尚未
有相关的政策或者创新产品的支持细
则发布，希望能在该领域加快落地步伐。

车险综改周年记：险企让利超1700亿元 中小险企努力“活下去”

冷翠华

一次改革，一场攻坚。
车险综合改革打破原有发展模式，险企必须提高业务质

量，优化车险成本结构，挤压业务费用的水分。想要“活下
去”，就得顶住压力，攻坚克难。

车险业务的两大成本来自综合费用和赔付。传统经营模
式下，险企管理模式较为粗放，后端成本高；同时，车险产品同
质化程度高，渠道较为倚重第三方，市场竞争的核心聚焦“手
续费”，谁给的手续费高，谁就可能从第三方手上拿到更多的
业务，导致拼费用乱象四起，业务成本水涨船高。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报行合一”等新政实施，车险手续
费有所压降，但套取费用补贴渠道方的现象仍然存在，表面上
看，手续费下降了，但综合费用率依然较高，部分险企还压低
赔付率来填费用率的“坑”，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车险综合改革明确，引导行业将预期赔付率由 65%提高
到 75%。截至 7 月底，行业赔付率为 73.3%，较改革前明显提
升 但 尚 未 行 至 预 期 目 标 ，而 行 业 整 体 综 合 成 本 率 升 至
100.93%，已现行业性亏损。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改革的继续
深入推进，险企的赔付率还将继续走高，如果不继续优化成本
结构，挤压费用中的“水分”，其综合成本将被继续推高，承保
亏损面继续扩大。

何以破题？唯有精细化管理。从改革成
绩来看，至今年7月底，车险综合费用率较改
革前下降了 11.8 个百分点。但业内人士认
为，其中仍然还有水分可挤。“通过努力，综合
费用率继续下降5个百分点是能做到的。”一
位险企负责人表示，“但这并非易事，需要从
多方面着力。”

降费用，最重要的是降低手续费，险企应
严格执行“报行合一”，若有令不行，明降暗
补，最终只会害人害己。险企还要摆脱对第
三方渠道的过度依赖，打造多渠道业务来源，
提升直销比例。同时，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力
度，重罚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降费用，还得降低
管理费。据笔者了解，不同险企间的管理费
相差悬殊，甚至高达 10 个百分点。实施精细
管理，加强科技赋能，都是必须攻坚的课题。

目前，车险综改第一步已经让险企“压力
山大”，但必须看到，监管将改革推向深入的
决心，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险企
唯有抛弃幻想，围绕着提质降费目标，进行全
方位、多层次的积极应对。

优化成本结构
才能让车险业务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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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向杲

财险业两大业务板块正上演“冰火之歌”：一面
是车险保费增速停滞不前，另一面非车险保费异军
突起；一面是车险业务占比“节节败退”，另一面是非
车险业务“攻城略地”。

据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车
险保费同比下降8.8%，非车险保费则为同比上涨
14.2% ；车 险 业 务 占 比 降 为 51.8%，非 车 险 升 至
48.2%。而2019年、2020年，非车险业务占比分别仅
为37%、41%，不到1年，非车险就与车险近乎“平起
平坐”。

车险与非车险业务这种加速且明显的此消彼
长，源于监管推动的车险综改（即《关于实施车险综
合改革的指导意见》，行业称“车险综改”）。车险综
改不仅重塑了财险业的业务格局，也让一大批财险
公司主动或被动找到了新的增长极——各类非车险
业务。

非车险业务呈现赶超车险之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车险综改之前，非车
险就已经拉开了与车险的增速差距，车险综改之后，

非车险更是呈加速赶超之势。
2006年-2015年，我国GDP快速增

长，受益于此，财险业10年复合增长率
高达20.6%。车险作为财险业核心业
务，贡献了主要增速。而这10年，非
车险占比一直较低，如2015年非车
险业务占财险公司业务比重仅为
26%，不到三成。

不过，车险与非车险格局在接
下来的五年（2016年-2020年）出
现变化。新车销量低迷，车险增
速出现疲态。这5年我国财险
业保费复合增长率低于10%，
而非车险业务则进一步扩大

“势力范围”，业务占比5年间提
升了15个百分点。

进入2021年，新冠肺炎疫
情叠加车险综改，仅用7个月时
间，非车险业务占财险公司的

业务比重就提升了7个百分点，占比升至48.2%。
与车险的持续低迷相比，非车险显示出广阔的

增长空间，也成为财险公司新的增量市场。“对各类
经营车险业务的市场主体而言，改革阵痛仍将持
续。如何在存量中寻找增量，是下一阶段的重要课
题。”熊猫保险创始人王刚对记者表示。

头部险企加速推动非车险业务

非车险业务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行业主流险企
的大力推动。

从财险三巨头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人保的非
车险业务占比历史性反超车险业务，达52.2%，颇为
典型；太保产险的非车险业务比重已升至46.1%；平
安产险的非车险业务占比仍较低，仅为32%，但部分
非车险种增速很快。

“财险一哥”中国人保的非车业务尤为引人关
注。就下半年的主要工作思路，中国人保总裁王廷
科提到，要充分挖掘业务资源，扩展发展空间，“特别
是在非车险业务方面提升发展潜能。”

“公司正在推进42个战略项目，并在加快研发、
立项、实施和优化，务求实效，有些项目已经产生了
实际生产力和保费收入。如在城市保项目方面，（上
半年）公司实现签单保费53亿元，同比增长33.7%；个
人家庭类保险保费收入14.5亿元，同比增长107.2%；
个人责任险保费收入13.5亿元，同比增长35.9%；在
知识产权保险项目方面，实现签单保费1990万元，同
比增长91.3%，都远超过公司业务整体发展增速。”王
廷科说道。

中国太保董事长孔庆伟表示，“上半年太保产
险积极应对车险综合改革，推动车险与非车险业
务的融合发展”。数据显示，上半年，太保产险非
车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8.3%，占比提升7.9个百分
点至46.1%。

尽管平安产险的非车险占比不及上述两家，但
部分非车险种增速也很快。2021年上半年，平安产
险的责任险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8.3%；保证保险
业务实现承保利润18.5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53.35亿元。

平安产险常务副总经理史良洵此前表示，公司
除了继续聚焦平安产险的优势赛道车险外，未来在
非车险领域，将主要从健康和出行两个领域深度布

局。从健康险市场来看，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2万
亿元，规模庞大的市场需要险企去研发、设计更多优
质产品。从出行领域来看，当前市场上诸多产品和
保障服务还不丰富，公司将着力设计一些更加匹配
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除财险三巨头之外，部分中小险企非车险业务
也取得快速发展。比如，锦泰保险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公司持续加大农险、信保、意健险、责任险“新
四大支柱”业务发展力度，优化业务结构。截止到今
年8月末，公司非车险业务占比达49.06%。

从行业层面来看，健康险、农业保险等险种均出
现快速增长，如健康险前7个月保费同比增速高达
35%，而农业保险、意外险、责任险等险种也均实现
了超15%的同比增速。

非车业务快速增长后存隐忧

尽管非车险业务整体出现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速
的快速增长，但个别险种也存在赔付增速快、承保利
润率低等隐忧。

记者对比发现，前7个月，责任险的保费同比增
速为19%，但赔付支出同比增速却高达67%，赔付支
出增速远高于保费增速；农业保险的赔付支出同比
增速也高于保费同比增速。

从承保利润率来看，并非所有的非车险都能
赚钱。例如，健康险是今年产险公司非车险业务
中的“黑马”，前7个月同比增速高达35%，但健康
险2020年的承保亏损达38.45亿元，承保利润率
为-3.89%，如火如荼的健康险市场对财险公司来
说，也是赔钱的买卖。同样，意外险今年前7个月
的增速超过20%，但去年财险公司在该险种的承保
亏损为1.58亿元，承保利润率为-0.32%。此外，企
财险、责任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去年出现清一
色承保亏损。

一位资深精算师对记者表示，随着我国经济向
高质量转型，会出现许多新兴保险市场，部分甚至市
场空间巨大，比如芯片保险、新能源车险等，这些新
兴领域涉及责任险、信用保证险、特殊风险保险等险
种，承保这些领域最大难点是风险识别及定价，定价
过低则亏，过高则无市场。因此，非车险业务中，提
高承保能力尤为重要，不然承保越多亏损越多，保险
公司不可不防。

财险业务格局“大逆转”：非车险渐与车险平分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