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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上半年同比增25%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实习
生 周逸伦 保监会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82家人
身险公司合计实现总保费收入
2.15 万亿元，同比下降 5.77%。
其中，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为 1.79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98%，但寿险公司未计入保险
合同核算的保户投资款本年新
增交费为3482.89亿元，同比去
年减少57%。

本报记者梳理统计，上半年
人身险公司总保费前十强为：国
寿股份3982.68亿元、平安寿险
2824.84亿元、安邦人寿1916.16
亿元、太保寿险1194.21亿元、华
夏人寿1136.61亿元、泰康人寿
979.79亿元、人保寿险912.34亿
元、富德生命人寿838.90亿元、太
平人寿818.97 亿元、新华保险
643.46亿元。

值得注意的时，万能险“大
户”的安邦人寿总保费下滑，对比
一季度数据，安邦人寿二季度总
保费仅24.5亿元，相比一季度下
降了97%，这也令其在人身险行业
的排名下滑，退居行业第三。

事实上，由于今年以来监管
部门多次发声，万能险等保险产
品的发行遇到冰点，6月底，审
计署更是在《关于2016年度中
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个别保
险公司通过资产管理计划、万能
险等筹资入市，影响资本市场秩
序”等问题。对此，保监会6月
27日发布公告表示，保监会高
度重视审计报告中反映的相关
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查找制度
漏洞，进一步推动整改落实。

监管高压下，在可对比的
69家寿险公司中，有44家万能
险收入上半年出现负增长，中法
人寿、君康人寿、前海人寿、安邦
人寿、北大方正人寿、和谐健康
等10多家降幅超过90%。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走遍上海的大街
小巷，满眼都是橙色的摩拜与
黄色的ofo，而要想在这样一个
两巨头垄断的市场中，杀出一
条血路，着实不容易。有些初
创的共享单车企业则想出了从
二三线城市突围的策略。而随
着今年悟空单车、3Vbike、町町
单车相继停运后，宣告了这一
策略的失败。随之而来的则
是，消费者押金逾期无法取回
的尴尬事实。

二、三线城市突围失败
2016年瞬间起飞的共享单

车风口，使得资本疯狂涌入，抢
先在一线城市布局的摩拜、ofo
的估值迅速达到独角兽级别。
这使得后发者分外眼红，瞄准
了第一梯队尚未进驻的二三线
城市，差异化竞争。

悟空单车将主战场放在了
山城重庆；3Vbike则将单车投入
了保定、廊坊、秦皇岛；町町单
车则发轫于南京。并且，为了
站稳脚跟，他们在资本、投放、
盈利模式上采取了各自的战
略。悟空单车筹集资金，采取
了近乎于众筹的合伙人制度，
考虑到重庆令骑行者胆战心惊
的地形，悟空单车只在地势平
坦的大学城投放；无独有偶，町
町单车一开始投放时，也只瞄
准了南京的大学，校园场景更
加可控；而 3Vbike 一开始就在
单车上设置了广告位。

不过，在互联网领域，头部
势力似乎是个无法破的魔咒。
1月8日，ofo进入南京，此时距
町町单车在南京正式开始运营
刚刚过去一个月；1 月 10 日，
ofo进入重庆，悟空单车的投放
才过去三天。3月11日，ofo进
入廊坊，只比 3Vbike 晚了半个

月。2个月时间，町町单车、悟
空单车、3Vbike的根据地纷纷被
攻占。最惨的悟空单车，还跟
ofo的小黄车撞色，最后被逼得
换了一身红漆。

最终，6月13日，悟空单车
在微博上正式发出公告，宣布
自6月起停止服务，退出共享单
车市场。6月21日，3Vbike在微
信公众号上宣布停止运营。

消费者押金或难以退回
相比于悟空单车、3Vbike退

还了用户的押金而言，町町单
车则更凸显了这一行业所暴露
出的风险。今年四月份以来，
大量用户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
反映称，町町单车押金难退，有
的申请退款后数月都无法返
还。町町单车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会积极处理。但结果
是，2个月之后，町町单车的官
方微博直接关闭了评论。而目

前，两个町町单车用户的维权
QQ群里，人数已达四五百人 。

而目前除了摩拜与ofo外，
据记者统计，仅App Store上就
有共享单车 APP 超过 120 个。
除了此前媒体曝光的町町单车
外，对于其他APP评论中也有追
讨押金的留言。例如，在熊猫
单车上就有评论说，对于押金
的问题，已经提交了一个月，打
了两次电话，到现在也没有退
押金。事实上，今年6月份起，
关于熊猫单车用户退押金难的
投诉不断。对此，熊猫单车方
面称原因为退款通道出现了问
题。而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官网的网页上，熊猫单车的
运营方四川拜客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信息”。

对于出现的此类押金无法
退回的风险，消费者应引起注
意，避免出现损失。

传统的保代方式受到冲击
一位今年刚刚进入保险行

业的90后大学生胡小姐对记者
说，在经过公司培训后，作为新
的保险代理人上手功课仍然是
传统的电话推销，电话推销常
常会面对客户的不耐烦甚至直
接挂断。而一旦遇到有意向的
客户，客户的选择性也会变得
更多。

确实，随着互联网渠道的
开放，越来越多同类的保险产
品开始面向客户，对于保险代
理人冲击很大。而安永发布
《未来的保险代理人》调研报告
指出，在接受调查的530名财险
和寿险代理人之中，过半数代
理人认为，已经感受到了来自
对客户直销模式和线上直销模
式带来的威胁。

报告指出，随着客户成为
每笔交易和销售的焦点，直销
渠道对分销格局造成重大影
响，越来越多的代理人认为市
场向线上或直销的转变严重限
制其业务的增长。无论是企业
或个人保险，所有寿险和财险
代理人都对此表示担忧。接受
调查的530名财险和寿险代理
人之中，过半数寿险代理人认
为客户直销渠道对其业务造成
一些威胁，其中，有31%认为是
部分威胁，12%认为是重大威
胁，8%认为是全面威胁。而财

险代理人对于客户直销模式和
线上直销模式带来的威胁认知
则比寿险代理人更大，有44%的
财险代理人认为对其业务造成
了部分威胁，12%认为是重大威
胁，1%认为是全面威胁。此外，
越来越多的代理人认为，市场
向线上或直销渠道转变是其今
后业务增长的重大限制。

不过，保险公司在探索其
他分销平台时，调查显示，代理
人仍觉得他们自己能为渠道混
合增加价值，并希望积极与客
户互动。代理人愿意更多地参
与到核保的过程中。他们认
为，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允许代
理人更多接触核保人，与相同
的核保人合作并将核保人从交
易者转变为以维护关系为中心
的客户解决方案工程师，从而
改善核保互动。超过三分之一
的代理人希望标准化或改善核
保决策的申诉或审核流程。

此外，沟通的频率与次数
对于代理人而言相对不那么重
要。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个人财
险或企业保险代理人认为沟通的
频率和次数对于有效沟通非常重
要，相比之下，仅有四分之一的个
人寿险代理人这样认为。

未来将更注重定制化产品
传统保险业务，尤其是寿险

业务的发展很大一部分依赖于
代理人，近年来保险代理人增员

进入高涨期，目前保险代理人的
人数在800万左右，市场人士分
析，基于人海战术的营销模式未
来肯定是不管用了，保险代理人
业务水平亟待提升。

与90后的新手相比，一些
老资格的保险代理人已经在寻
求利用社交媒体的帮助开发新
客户，并扩大业务，记者就发现
不少保险代理人开设的个人微
店，品种齐全，一些保险代理人
声称，他们的个人微店比天猫
等网上直接买保险，会提供更
详尽的一对一服务。

与此同时，未来潜在保险
客户群体依然众多，代理人表
示，他们需要不同的工具和产
品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从
而抓住增长机遇。只要代理人
继续参与市场活动，他们就需
要在获得新客户和交叉销售中
寻找平衡。

将近一半的受访代理人
称，加强产品定制化是满足多
变市场需求的关键。与定制化
不谋而合的是，40%的代理人希
望产品能够带有一系列不同特
征，以满足广泛的需求。

人海战术不管用，保险行业开启数字化转型

线上直销让保险代理人“压力山大”

不少初创共享单车企业差异化竞争失败
消费者押金无法取回风险增加

京东金融重组
完成交割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日前，
零售商京东集团发布了2017年
第二季度成绩单，除了京东集团
持续增长的消息之外，财报还公
布，2017年6月30日，京东金融
重组已完成交割，京东金融的财
务数据将不再纳入京东集团的
合并财务报表。

公开信息显示，京东金融集
团于2013年10月开始独立运
营，已实现在供应链金融、消费金
融、支付、财富管理、众筹、保险、
证券、农村金融、金融科技等九大
领域实现布局，目前确立了做一
家“服务于金融行业的科技公司”
的战略定位。京东金融对媒体披
露部分经营情况，但未披露盈利
状况，业内人士分析京东金融拆
分一方面或是谋求上市，另一方
面业是想获得更多金融牌照。

保险代理人正在感受到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
和直销模式对其造成的压力，近日，安永发布《未
来的保险代理人》调研报告，在接受调查的财险和
寿险代理人之中，过半数保险代理人认为，已经感
受到了来自对客户直销模式和线上直销模式带来
的威胁，为此，保险代理人正寻求利用社交媒体，
来开发新的客户和扩大业务。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未来潜在保险客户群体依然众多。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