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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正迅速为各行各业催化出新的商业

模式。电子商务的主流化不仅仅对线下商店的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消

费者的消费习惯，再加上快递物流在中国的高度普及，使得消费者对于购买过程的便捷性、客

户服务的响应速度等消费体验的要求大幅度提高。在潜意识里，消费者对保险服务的体验或多

或少都会跟他们在淘宝、京东、美团等普遍使用的购物消费平台获得的服务体验进行比较。

电商的商业模式是颠覆性的，也是引领性的。消费者的预期迫使保险行业在保险服务方面也要

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而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升级，以及移动

通信的普及化也为保险企业实现这些创新提供了技术基础。

据我们观察，保险业在服务方面的创新主要有三个特点：

根据各家保险公司向《中国银行保险报》报送的创新案例，结合整理分析我们总结出中国保险

服务创新的十大趋势。

线上化 – 越来越多的流程在线上完成。保户不再需要什么事都往保险公司的服务网

点跑，在手机上基本可以完成。特别是以前被认为很麻烦的索赔手续，通过视频、

拍照等方式现在基本可以自助完成。

智能化 –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被运用到保险服务里，例如遥感技术和无人机技术用于

理赔勘察，物联网技术用于对保险标的的监控，机器人用于客户服务。

多元化 – 保险企业提供除了赔付以外更多元的服务，增加服务满足感，加强客户归

属感和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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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户服务线上化

线上消费越来越普遍，已经不可逆转地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买菜、买药等日常所需

基本都可以在线上完成。从2020年春节开始的新冠疫情对很多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影响

最小甚至因而得益的是线上消费。最重要的是，由于防疫需要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接触，人

们的工作和学习也更大程度地转为线上。大家更多地使用视频会议，学校也通过网课来进行授

课。这些经历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对线上服务便捷性的习惯和信赖。

同时，因为防疫需要，一些人们原本习惯的面对面执行的流程不宜执行，而只能改成线上执

行。因此，保险企业也必须对传统的服务流程进行修改，提升线上化程度以免业务中断。据了

解，很多保险公司已经大幅地减少了门市网点。

这一点看起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但是对于保险业向农村地区的渗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在过去，向消费能力低而人口相对城市没有那么密集的农村地区进行发展，可能会吃力

不讨好，因为服务网点的铺设以及服务的成本相对于销售额未必有很好的投入产出比。销售、

保全、理赔等流程的线上化、无纸化有可能使农村地区的保险行业发展像直接跨越固定电话而

进入移动电话时代一样得到更好的普及。

 “如果保户不能

在手机上把事

都办了，那你就

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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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户服务智能化、集中化

客户服务除了线上化的趋势，还呈现出智能化、集中化的趋势。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始

应用于客户服务，而不是只是单纯靠人力，例如机器人执行人工智能视频新契约回访。去人力

化有助于服务的标准化，声音辨认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去人工化过程中的机器感。线

上化程度的提升也促成集中化处理的实现，从而减少因为各地人员素质差异而出现服务质量问

题的概率。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包括：

人保财险 – 引入人工智能产品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提升智能客服服务能力，全面上线

7*24H智能客服业务。

平安财险 – 从客户与机器人的自然对话中抓取核心报案信息，并能准确判断出险场

景；对客户上传的单证实现自动识别分类，并能对错传、漏传单证进行提醒；单证

中关键定损、定责信息的提取；通过提取的定责定损因子判断保险责任。

新华保险 – 机器人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支持文字、语音、图片、链接等多媒体

互动咨询。服务范围覆盖保单服务、新时代销售平台使用指导、销售活动及各类保

险基础知识等，涵盖逾十万个智能服务问答和近万个服务场景。



05

 保险服务创新十大趋势

三、理赔不断提速

理赔往往是最影响消费者感受的一个环节，同时也可能是最影响保险企业口碑的一个环节。从

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客户等待的时间越短、索赔过程越不繁琐、赔款到账越迅速，客户的消费

体验就越好。因此，很多保险企业都纷纷提出秒赔、闪赔的口号来吸引个人消费者。这些口号

的实现，靠的是后台智能化程度的提升。

华泰财险理赔部门结合客户特点，积极探索互联网+理赔新思维，采用多元化工

具服务案件的所有环节，提升客户服务体验。除传统的客服热线外，华泰财险还

提供线上微信理赔、平台理赔对接等24小时受理案件索赔。近年来更尝试运用大

数据，通过互联网技术在满帮货运险中实现“闪赔”服务模式，客户仅通过录入

受损标的品类、数量、价值等案件信息数据，提供照片等基础单证后，系统自动

计算赔付金额，并通过系统信息交互实现快速赔付，大大缩短赔案周期，有效提

升客户满意度。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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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险定损手段日趋高科技

农业险是保险行业最直接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保险种类，也是政府比较关心的一个险种。但

是农业险过往有承保难、定损难、理赔难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在理赔勘察工具方面

不断地提升高科技使用程度，运用3S技术（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

GNSS）、气象大数据、无人机等手段，针对地域广、受灾程度的判断易产生分歧等问题进行

攻关，从而提高定损的准确性。

黄河财险在一次农业险理赔案中发现，经多次现场查勘使用多种测产软件所得数

据存在差距，加上灾害发生在盛花期，专家测产在收获期，定损难度较高。为准

确确定损失面积，黄河财险与航天信德公司合作，启用遥感技术对受损区域碱滩

镇永新村果园进行测产，根据遥感原理光谱反射曲线及各波段波谱值变化情况，

得到反演温度信息受灾区域的几何统计570.9亩。报经张掖市甘州区政府及总、

分公司审批同意，最终成功为被保险人赔付赔款250余万元。

此次遥感技术的运用，成功开启了黄河财险与国内农险领域科技创新企业的合

作，实现了新技术与农业保险相结合。黄河财险致力于“3S+5G、AI智能、学习

型遥感、气象大数据”等领域先进技术应用，且不断探索与业内最先进的科技企

业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应用支撑，如根据遥感评估农作物总体受灾范围和损失程

度，指挥调度地面查勘和无人机航拍抽样、根据无人机航拍影像开展影像解译工

作，识别和提取作物品种和面积等承保标的基本信息和水淹、倒伏等受灾情况，

结合遥感评估结果，预估受灾地区的整体损失情况，为精确和快速理赔提供支

撑。通过有效组合和综合应用，充分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天空地”多遥感综合

应用评估结果，有效辅助理赔工作。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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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服务打造生态圈

六、UBI应用可能卷土重来

在这个人人争做网红、宣传文案花样百出的时代，或许连秒赔都还不足以留住消费者的心。保

险企业开始在打造生态圈上动脑筋以增加和保户的接触，更多方位地融入保户的生活，最终提

升保户忠诚度和消费总额。

车险提供代驾、代年检等服务几乎已经是标配。而有的保险企业则增加体检解读、在线医生等

额外服务。在打造生态圈方面，平安一直处于业内领先，不仅在金融服务上打通寿险、产险、

健康险、银行、证券、信托等服务内容，更是进入了平安好医生、平安好车等领域。当然，生

态圈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就保险行业的趋势来讲，我们觉得才刚起步不远。如果我们比较保险

企业的APP和银行的APP，我们可以看到保险APP的内容还远不如银行的丰富多样。

UBI是Usage-Based Insurance的缩写。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定

价的基础是基于一些使用信息而不只是在承保时展现的一些

基本信息，例如驾驶员年龄、性别、车型等等。在过去，保险

企业在卖出保单以后，除了在出险的时候，基本是不会再获得

受保标的的更新信息，这对保险企业很被动。一些保险企业在

几年前就对UBI在车险应用方面很感兴趣并且做了一些探讨，

但总的来说效果还不明显。那时候保险公司获取车辆和驾驶员

的动态信息是通过一种带有无线通信技术插入车辆的插件来获

取的，而使用适当的鼓励说服客户安装这个插件的问题一直没

有解决。

随着车险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车险企业在核保定价领域运用大

数据分析的能力越来越熟练，UBI在车险应用仍可卷土重来。

特别是特斯拉、蔚来、比亚迪和小鹏等一批新能源汽车在消费

者中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这类电子化程度比较高的汽车会促进

其他品牌车型提升电子化程度。电子化程度的提高将会使监测

汽车使用的软件预装在汽车里而不需要另外去安装插件。监测

驾驶习惯乃至汽车零部件使用情况的应用越来越会成为标配，

从中获取的信息将会更有可能应用在车险的定价和核保中。

 “单纯讲保障太

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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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健康管理APP促进双赢

八、物联网提升风险防范

保险企业和保户的互动除了增加服务内容之外，还可通过获取保户活动信息的方式与保户进行

链接。例如人身险公司通过监测健康活动的可穿戴设备或手机APP反馈的信息，提供实质的奖

励推动保户开展更多的健康活动，从而达到共赢的结果。

可穿戴设备在五年前或许还是非常时髦的东西，但现在的使用量已经不多。因此保险公司大

多转向智能手机APP。国内一些产品，可以通过每日步数换取保额，国外较成熟的项目如AIA 
vitality，都是在培养用户健康生活习惯的同时大大增加了用户粘性，也从根本上提升了保险的

形象，从以往的人们一提及保险总是想到疾病与死亡到现在人们能通过保险追求健康。保险公

司也越来越注重医疗服务，有时金钱往往不能解决投保人所患疾病，医疗资源与条件才是救助

投保人的关键，许多保险公司也在服务上不断探索，如就医绿色通道，抗癌症等特效药协助购

买等。这些都将为投保人解决燃眉之急，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开始试图以资源和服务与竞争对

手拉开距离。

对于保户来说，保险公司往往就是提供保障和进行理赔，各家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保险

公司试图为保户提供更广泛的服务以便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同时增强客户粘性。除了可穿

戴设备和手机APP，有的财产保险公司还通过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主动监控，帮助客户主动预

防风险，减少损失，最终令保户和保险公司达到共赢。

从技术上讲这已经没有什么难度，我们现在的手机已经可以连到冰箱、洗衣机、扫地机器人、

电视等等。这样广泛的信息链接为保险公司所使用只是时间问题。

保险不应该只是一个“零和游戏”：钱要么在保户口袋里，要么在保险公司口袋里。保险公司

应主动提供技术和服务，帮助保户预防风险和降低索赔，最终达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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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医保直通

在中国，只有医保卡能够做到就医直接结算，医院与保险公司的数据与费用结算是不联通的。

保户还需要进行后续理赔流程，相比国外的一些保险市场还有提升的空间。而另一个方面，保

险公司却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数据来推出更贴合客户需求、价格更容易接受的产品。在这一点上

存在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

可喜的是，在一些保险公司和医院的共同努力下，医院与保险公司的数据壁垒开始被打破，理

赔流程得到简化，保户的服务体验得到提升。

2020年百年人寿推出“保医直付（快赔）”服务，在数据上打破医院与保险公司

的数据壁垒，实现客户出院后就诊资料及医疗结算数据实时传输到保险公司。

客户在出院结算后，理赔信息已经收集齐全，“保医直付（快赔）”系统直接将

数据上传到保险公司，即刻将理赔预申请转为正式申请并完成立案，客户无需再

提交纸质材料线下申请，仅需关注赔付进度。既简化了客户理赔申请的操作，也

利用信息技术将就诊信息第一时间、准确地传送给保险公司后台完成立案受理工

作，提升客户的理赔体验。

传统的理赔流程需要客户提交纸质材料，再通过保险公司信息采集环节录入系统，

此过程费时费力，消耗了保险公司较多资源。“保医直付（快赔）”实现全程电

子化，环保节约，简化了理赔申请流程，提升了理赔时效，进一步改善了客户理

赔体验。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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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切入新媒体

我们以前总是用“虚拟”一词来描述互联网相关事物。事实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不

可或缺的随身物品，比很多事物都更具真实感。人们通过微信、微博、微信公众号或某些APP
获取生活中的大多数信息，完成购物消费、理财和与人沟通、娱乐等生活中的大多数活动。如

果保险企业以及其服务不存在于这些空间，那仿佛就不存在于人间。

因此，保险企业也在广泛地运用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形式建立与保户的联系，包括投保、

保全、理赔等很多流程现在都可以在微信或者APP进行操作。特别是理赔流程上的突破，以前

理赔需要提供很多的纸质材料和信息，现在可以通过视频、微信小程序自助完成，为保户提供

了更多便利。

除提供日常客户服务外，保险企业也开始使用网络直播、聊天室等新一代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形

式进行宣传，销售形式上也越发多元化。总的来说，保险企业的这些新尝试很快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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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展航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

精算咨询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0 8512 5972
邮箱：erilu@deloitte.com.hk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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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助您有效抓住变革机遇。联系我们，获取前沿洞见，成功应对挑战。

卢展航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

精算咨询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0 8512 5972
邮箱：erilu@deloitte.com.hk

陈玲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

精算咨询高级经理

电话：+86 21 6141 2096
邮箱：lchensh@deloitte.com.cn

韩国斌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

风险咨询合伙人

电话: +86 755 3637 6998
邮箱: ghan@deloitte.com.cn 

吴卫军

德勤中国副主席

金融服务业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0 8512 5999
邮箱：davidwjwu@deloitte.com.cn

黄逸轩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

保险业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755 3353 8282
邮箱：martiwong@deloitte.com.cn

联系我们



13

 保险服务创新十大趋势

办事处地址

合肥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潜山路190号
华邦ICC写字楼A座1201单元
邮政编码：230601
电话：+86 551 6585 5927
传真：+86 551 6585 5687

香港
香港金钟道88号
太古广场一座35楼
电话：+852 2852 1600
传真：+852 2541 1911

济南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6636号
中海广场28层2802-2804单元
邮政编码：250000
电话：+86 531 8973 5800
传真：+86 531 8973 5811

澳门
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
澳门广场19楼H-L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蒙古
15/F, ICC Tower, Jamiyan-Gun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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