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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相关新闻]

截至目前共有4家互联网
保险公司，作为业内首家互联网
保险公司的众安保险于2013年
11 月开业，泰康在线 2015 年
11月开业，易安保险、安心保险
均为2016年初开业。

根据数据统计，2017年上
半年，众安保险实现保险业务收
入 25.7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0%，保险业务收入几乎翻番，继
续领跑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而其余三家保险公司的保
险业务收入也大幅度上行，泰康
在线上半年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0.3亿元，易安保险和安心保险
也实现大幅度增长，易安和安心
保险分别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4.66亿元和1.14亿元。

其中二季度众安保险保险
业务收入达15.37亿元，同期泰
康在线实现保险业务收入7.13
亿元排名次之，泰康在线二季度
保险业务收入增长最快，相较一
季 度 的 31932.9 万 元 增 长 了
39381.7 万元，环比增长高达
123%。

四家互联网险企中成立时
间最晚的易安保险也有良好表
现，二季度保险业务收入较一季
度 2.75 亿元的数字相比增长
19123.14 万元，涨幅 69.6%，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619.54%

安心保险虽以1.14亿元的

保险业务收入排名四家互联网
险企末尾，但 110.6%的环比涨
幅仅次于泰康在线，保险业务收
入较一季度增长了 5990.03 万
元。

与业务收入增长相反的是，
今年上半年4家互联网保险公
司的净利润均为负。其中，众安
保险以将近5亿元净利润亏损
高居榜首，泰康在线上半年亏损
总额达2.36亿元，易安保险和安
心保险则以0.71亿元和1.05亿
元的净利亏损紧随其后。而从
偿付能力看，随着业务的逐步开
展，四家险企二季度偿付能力充
足率较一季度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挫。其中安心保险偿付能力
指数下挫最大，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均降低了370个百分点，由一季
度末的1420.41%降至二季度末
的1049.61%。

面对互联网保险业务规模
的快速扩张但净利润亏损的情
况，内业人士表示，互联网保险
的发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整
个行业尚未形成成熟的模式。
同时目前国内保险业仍处于快
速发展期，互联网保险公司经
营年限较短，需要抢占市场占
有率，因此处于成长期的互联
网保险不免遭受到成本和利润
问题。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对于申城人民来
说，自助结账不算是新鲜事物，
但在便利店购物，手机扫码结
账后即可走人，还是让人耳目
一新，在给消费者提供便利同
时，也带来一个疑问：手机无人
收银的方式前提是用户足够诚
信，是否有些超前。

便利店现无机器自助结账
昨日，有网友爆料，上海新

兴的便利店品牌24鲜上线无人
收银技术，客户进店购物，扫码
付款后即可走人，记者随即赶
到仙霞路的这家超市，体验了
一回无人收银。

一进店门，记者就听到店
内工作人员在喊：“欢迎光临，
使用支付宝及口碑APP可以自
助结账。”在这家 100 多平方
米的便利店，货架和墙上贴了
众多“扫码自助结账”的告示
图。

记者随即买了两瓶饮料
后，发觉这家便利店其实是把
收银员手中的扫码枪搬到了用
户的手机里。消费者进店后，
需打开手机内的支付宝，扫该
店内的二维码，进入该店铺的
页面后，再扫想要购买商品的
条形码，就可以自助提交订单
完成支付。手机结算页面会提
醒消费者，离开店时需向收银
员出示订单明细，但记者体验
时，店内服务人员向记者表示
并不需要查验。

无人收银从无人走向无机器
由于各路支付机构，超市、

便利店多年来在申城持续发力
“无人收银”。自己扫商品条
码、自己刷卡缴费，对于上海消
费者来说，并非新鲜事。

2015年12月，银联商务就
将自助收银机推向上海，当时
的永辉超市鲁班路店率先试水
无人收银，消费者可在自助收
银机的触摸屏上点击“开始购
物”，弹出“商品扫码”页面，自
己动手逐一将商品的条形码对
准扫码口扫描，商品的名称、价
格、数量即一一呈现在屏幕上。

今年8月，陆家嘴一罗森便
利店也出现无人收银服务，但
其做法是在店堂的一侧，摆放
着一台类似收银机的设备，还
配有一把扫码枪。用户需要下
载对应APP，选购完商品后，通
过APP中的扫码功能，手机自动
识别所购商品的信息和价格，
加入购物车。接着点击付款。
不过，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并不
能直接离开，拿着机器自动生
成一张条形码，让在一旁的工
作人员核对支付的商品，并将
相关数据录入后台系统。此
外，阿里系的盒马生鲜超市也
有相似的“无人收银”。

而24鲜的无人收银，与上
述超市便利店不同之处，在于
它不再有收银机，顾客无需对
着机器完成支付动作，手机支
付完就可以直接离店。

对此，口碑自助结账项目

负责人黄之均表示，相比动辄
投资千万美金的Amazon Go，或
是更接近于放大版自动售货机
的缤果盒子，其提供的无人收
银，落地成本更加低廉。商家
不需要增加任何硬件设备，也
不用对店铺进行任何额外的改
造，就可以迅速完成升级。

24鲜总经理顾星则向记者
介绍，口碑无人收银技术带来
的最明显的好处在于省去了消
费者排队结账的时间，让便利
店员工可以将更多的时间花在
辅助服务顾客购物上面。

无人收银更考验诚信意识
无机无人收银，这一新奇

的自助结账方式无疑提升了顾
客在便利店的购物体验。但相
比有机无人支付，由于没有明
显支付的动作，更考验消费者
的诚信。那么商家又是如何考
虑这一风险的呢？

24鲜店内人员表示，不对自
助结账的顾客进行检查，是出于
信任。“如果顾客选择了用自助
结账，我们不会主动找他们核对
商品，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体验
不好。”顾星如此表示。但其也
表示，如果发现损耗过多，后期
将增加检查人员。另外据了解，
9月底口碑将接入芝麻信用体
系。在自助购物的同时，顾客的
诚信行为将被记录，并给予正向
的鼓励与权益累计，从而提升商
家与顾客之间的信赖度。

这种无机无人支付方式会
走多远，或许还需要市场检验。

移动支付的普及在这两年

已经让普通人体会到了便捷，

出门只用带一部手机，就能解

决所有的支付问题。可是，近

日，美国人却发明了更方便的

方法，就是直接将芯片植入你

的 手 上 ，来 完 成 移 动 支 付 功

能。这样的黑科技，你愿不愿

意尝试？

近 日 ，美 国 一 家 名 为

Three Square Market 的科技公

司计划在员工手中植入米粒大

小的微芯片，作为快捷支付、开

启门禁和登录电脑的“钥匙”。

Three Square Market 由此将成

为美国第一家向员工提供芯片

植入服务的企业，虽然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FDA）早在 2004

年就批准了这种设备。在此之

前，比利时和瑞典的一些初创

企业已经进行这种实验。

公司负责人表示，微芯片不

需外部电源，不会被跟踪定位。

经过信息加密处理，该芯片只有

在6英寸范围内才能被感应读卡

器感应到。未来，该技术有可能

成为类似无人驾驶汽车一样的，

或将成为大势所趋。

目前这种微芯片植入人体

的程度非常浅，基本不会造成

伤害，它实现的技术原理现在

看来也并不复杂。但是，想要

大规模普及这种技术、进一步

实现更多功能，恐怕大部分人

都还难以接受。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店内无需收银机器，便利店员工也不检查

便利店扫码购物不设防是否超前？

手机支付OUT了，现在可以手臂支付

互联网保险公司上半年
保费收入向上 净利润向下

首批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上半年成绩单全部
揭晓，在保险公司今年第二个季度普遍出现保险
业务收入增速放缓的现象，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保费收入加速上行。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保监会上月发布《2017年
上半年保险业运行情况》，报
告显示，互联网保险创新业务
签单件数 46.66 亿件，同比增
长 123.55%，行业呈现快速发
展态势。同时，报告提出保险
行业市场创新业务持续活跃，
在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方面，保险科技的应用日
益广泛。

作为首批互联网保险公司，
四家互联网险企也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目前众安保险已
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众
安将保险+科技这一大亮点发
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其上市一
大筹码。众安的多元业务结构
已相对均衡，保险科技的含量也
最重，发展前景最为明朗。根据
众安保险发布的IPO资料，目前
众安保险已经形成五个生态系
统的产品和方案，包括生活消
费、消费金融、健康、车险及航旅
生态。

据了解，泰康在线的第三大
险种为健康险，尽管只占3.88%，
但已充分显示泰康的医养战略
特色，也是泰康在线具备集团化
资源优势的体现。近年来，泰康
在线陆续推出住院保、各类重疾
险、老年防癌险等多个健康类保
险产品，还与健康、医疗、医药产
业不断联手，旨在为用户打造大
健康生态圈。该公司还在加速
研发一系列贴合互联网生态的
财险产品，全力打造“产寿结合”
的产业链。

另外，安心保险对自己的定
位是“简单的保险”，产品方面，
公司提出保险条款通俗化的战
略，用大白话来诠释保险产品说
明书，实现产品的简单。与其他
三家互联网保险公司相比，易安
财险在股东资源方面似乎不占
优势，因此，在市场定位上，易安
财险走差异化发展路径，避开其
它三家保险公司的优势，力求提
供“少而精”的服务。

互联网险企已各自形成特色

保费收入上行净利润却为负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