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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国传统保险业创造了一次宝贵的弯道超车的机会。随着传统险企、互联
网巨头、上市公司以及创业企业纷纷布局互联网保险，以数据为重要资产的互联网保险领域迎来了全面创新
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本文结合我国互联网保险行业的发展现状及特点，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保险行
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提出了完善发展互联网保险营销模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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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保险行业概述及现状分析
互联网保险是新兴的一种以计算机互联网
为媒介的保险营销模式，是指保险公司以互联网
和电子商务技术为工具来支持保险销售的经营
管理活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已经成
为每个行业的重要生产要素，以互联网为基础的
大数据，为我国保险业带来了一次弯道超车的机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互联网保险处于高速发展
中，
继续成为拉动保费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 截至
2015 年，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超过
100 家，这意味着国内超过 65% 的传统保险公司
触网。然而在互联网保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
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互联网保险同国外的差

会。“互联网 + ”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李克
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明确提到，制定“互联

距，
互联网保险在整个保险市场中的比重仍不足
10% ，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并且我国互联网保
险产品同质化倾向严重，产品结构相对单一，客

网 + ”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与传统产业结合，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户黏性也相对较低。
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保险行业带来的机

“互联网 + ”上升至国家层面。 互联网与保险业
的融合，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配置中的优化

遇和挑战

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保
险行业的经营发展之中，提升保险业的创新力和
服务质量，从而最终促进保险行业的长远发展 。
日前发布的《2016 互联网保险行业研究报
告》显示： 2013 年互联网保费规模为 300 亿元，
2014 年互联网保费规模
占总保费规模的 1. 7% ，
为 858. 9 亿元，同比增长 186. 3% ，占总保费规模
2015 年互联网保费规模为 2234 亿元，
的 4. 2% ，
同比增长 160. 1% ，占总保费规模的 9. 2% 。 从

［1］

在互联网浪潮席卷全国的今天，无数行业都
听到“互联网 + ”的叩门声，而互联网保险的自
身优势迎合了互联网大环境给社会和人们带来
的变化，也从根本上成为了互联网保险迅猛并持
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互联网消费群体的兴起、快
速普及的网络消费习惯以及大数据平台的建立 ，
为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
间，也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 一） 互联网金融对保险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1． 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升保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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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效率，增加规模经济效益。
传统保险营销模式销售成本巨大 ，线下销售
过度满足销售团队的利益诉求，却造成交易成本

新，实现精确营销。
（ 二） 互联网金融对保险行业发展带来的

过高，侵蚀客户利益。互联网保险实现了保险公
司直接面对客户进行销售，相对传统保险，网络

挑战
1． 行业竞争主体扩容，市场波动加大，传统
的营销团队将备受冲击。

保险的投保、理赔等业务流程更加便捷，降低了
空间的制约，对投保人来说也可以因此节省大量

在互联网、大数据与保险的紧密联系大背景
下，数据呈现“准确完整、透明公开、资源共享 ”

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据估算，互联网将帮助整个
保险价值链降低成本 60% 以上。 此外，标准化、

的特征，行业内会涌现更多的新进入者，市场波
动加大，竞争加剧，将进一步抬高网销成本，很容

系统性的互联网保险大数据体系 ，可以促进保险
业务自动化处理水平不断提高，使得各流程风险

易引发价格战，导致恶性竞争，这需要相关管理
机构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执法。此外，惯用“人海

得到控制的同时，各环节处理时间明显缩短，相
应提高了整体运营的工作效率，从而最终促进了

战术”营销的保险公司，当网销渠道日趋成熟时，
保险代理人队伍很可能遭遇大面积裁员 ，传统的

公司整体规模经济效益的提升。
2． 有助于保险公司进行客户关系维护，提

销售队伍很可能因为互联网销售渠道的拓宽而
逐渐减少，这促使保险公司要加快销售队伍的转

升用户体验，培养对公司品牌的忠诚度。
面对愈演愈烈的行业竞争形势，保险公司需

型，进一步提升保险营销人员的专业素质，只有
［3］
这样才能从容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 。

要尝试不同的经营策略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不能再以过去拼费用的简单模式来运

2． 信息安全技术需要加强，行业监管体系
需进一步完善。

营，保险公司的经营需要从“价差模式 ”走向“服
务模式”。相对于传统保险的推销方式，互联网

信息系统是互联网保险的技术基础，目前支
撑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尚

保险突破传统的时间、地域限制，更为灵活，保险
*
公司可以在线为客户提供 7 24 小时不间断的全

不成熟，安全机制尚不完善，互联网保险客户的
信息存在严重的威胁，如何保障信息安全，是我

球性的服务，客户可以在线“货比三家 ”，自主选
择产品，保费透明，保障权益也清晰明了，网上在

国互联网保险发展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 此外，
目前对于互联网保险的监管缺乏完整的体系 ，监

线产品咨询、下载电子保单、简单案件的理赔流
程均可以在线完成，信息流通更快，服务方便快

管政策还存在许多漏洞，很多基于互联网业务产
生的新型风险，还存在着监管空白，这需要相关

捷，有效的提升了用户体验，培养了客户对公司
品牌的忠诚度。

部门尽快制定出台相应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体
系，加强网络执法监督的力度，这样才能更好的

3． 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精准定价能力，促进
保险产品开发创新。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互联网保险长远稳定健
康发展。

传统保险的产品定价是依据大数法则和精
算技术进行预测的，由于缺乏丰富的数据支撑，

3． 业务创新能力需要加强，客户服务水平
［4］
有待提高。

定价的准确度有限。 而互联网保险是基于大数
据技术的广泛运用发展起来的，能够收集全面完

我国大部分保险企业虽然已经开展互联网
，
保险 但大部分公司也只是将线下的产品和销售
模式直接搬到网上，大多集中在车险、旅游险、意

整的数据，并依据大数据平台挖掘数据背后的关
系，通过分析海量的样本数据甚至是全样本数
据，保险精算进入了全数据时代，可以对产品费
率进行精确预测和定价。此外，通过大数据系统
统计分析客户在线浏览和交易痕迹 ，可以发现客
户的购买倾向，针对具备共同特征的客户提供个
性化的服务，及时挖掘不同客户的需求设计相应
的差异化的产品，有助于促进保险产品开发创

外险等条款简单易懂、费率固定易算的险种上，
实质上仅仅是对销售渠道进行了拓宽 ，对客户投
入服务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实现互联网与保
险真正融合的少之又少，互联网保险亟待创新。
此外，相当一部分险企只支持在线投保、而未实
现在线退保、理赔等运营功能，用户体验大打折
扣，
很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不满和保险纠纷 。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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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致力于建立涵盖投保、收费、理赔、售后
服务的全流程保险网销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有利

在： 可以对风险因子进行无限细分，提高了风险
数据信息的透明度，前所未有的创造了精准风控

于提升 客 户 服 务 水 平，从 而 促 进 公 司 的 长 远
［5］
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保险营销模式创新

每个投保标的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产品精细化管
理，
助力保险产品的个性化和定制化。 保险企业

发展策略
（ 一） 深化产品创新，契合用户需求，破解同

应当从风险特征、需求、偏好、习惯等方面建立客
户行为数据模型，利用社交网络等媒体，建立分

质化困局

享型的网络社区，促进企业与用户间的情感交
流，及时挖掘客户需求。 此外，保险企业应当积

近些年来，随着 互 联 网 商 业 潮 流 的 高 速 发
展，保险公司一窝蜂的上网销，不乏动机不纯者，

极向 C2B 商业模式转型，让用户参与到保险产
品设计、开发与定价，真正做到以用户为中心，从

或因原模式滞涨的被迫选择、或好高骛远、或攀
比心态，安心踏实求证、开放拥抱互联网的少之

而更精准的为客户完成“私人订制 ”。 比如，京
东保险通过“大数据 + 场景化 ”深入分析并针对

又少。产 品 单 薄，多 以“低 价 值、低 粘 度、标 准
化”的车险、旅游意外险、医疗险、理财险为主。

用户的痛点设计相应的保险产品，率先为众筹、
投资、海淘、家居以及网络售后五个领域提供保

网销产品单一化、创新不足，是制约保险电商爆
发式增长的最大瓶颈之一，主要原因是业界没有

险服务保障，充分体现出互联网保险产品针对普
遍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的特点，赢得了客户的一

统一认识、没有敢于突破性尝试。 面对“互联网
+ ”新形态下，保险公司应该“以人为本 ”，创新

致好评。
（ 四） 打造全新的一站式在线财富管理服务
平台，开启“互联网 + 综合金融”创新经营模式

产品设计，努力开发出互联网环境下能够充分保
障和维护客户利益的险种。 比如众安在线定位
于服务互联网，主营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正是
基于对互联网用户需求及时有效的挖掘 。 此外，
淘宝网购退货运费险、碎屏险，腾讯微信支付安
360 收集防盗险也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带
全险、
来的产品创新的证明。
（ 二） 以用户为核心重塑营销体系，建立线
上、线下相融合的多元立体化运营模式
在未来市场环境下，保险公司须以用户为核
心重塑营销体系，应用大数据及其应用技术分析
目标市场，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聚焦用户。 互
联网时代下，充分的信息传递导致客户流动性加
强，对此保险企业应当精耕市场调研，在每一保
险服务环节均应坚持以用户体验为首位 ，明确自
身的品牌定位，实施智能互联时代下的品牌策

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展网络销售 ，行
业竞争也日趋激烈，产品和服务的突破和创新成
为了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保险业亟需整改目前
“人海战术、拼价格、人情保单 ”等乱象，应当以
开放的心态拥抱互联网技术和思维 ，以客户为中
心大胆创新，努力打造综合性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交易平台，为客户带来全方位的财富管理规划，
提供客户在线下投保不能享受到的服务 ，增加其
外延价值。比如平安保险，开启全新的“互联网
+ 综合金融 ”经营模式，将线下的金融客户迁徙
到线上，将包含保险产品在内的金融业务嵌入线
上生活服务，助力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的提升，
最终实现“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项服务、多个
产品”，让客户深刻感受到平安一站式、全面的金

略。此外，保险企业还应当借助互联网思维，完

融服务，使公司成为客户首选的“财富管家 ”，不
仅有利于成功绑定目标客户的相关保险业务 ，也

善线上线下布局，平衡 O2O，优化公司运营模式。
无论是在线上或线下均可参与保险营销、两核、

增加了和客户合作的粘度和深度，公司业绩和经
营利润也因此获得了高速的提升。

客服等流程，从而使两种渠道不再是单一的冲突
和竞争，而是协作基础上的互补以达到双赢的

（ 五） 顺应共享经济新趋势融合创新，加快
传统销售队伍转型，构建互联网保险生态圈

［6］

结果。
（ 三） 基于大数据实现保险私人订制，构建
新型的 C2B 保险服务营销模式
大数据时代给保险业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

互联网抹平了信息传递的不对称，移动终端
让每个人实时在线，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共享
经济模式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 。 它“连
接”了需求和供给，以平台替代了公司，从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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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的角度给互联网保险带来新的内涵 ，任何
人都可以分享，结合个人偏好，自动挑出匹配度
和性价比俱佳的产品，在提高了效率的同时，也
满足了保险消费者的深层次需求。 同时它也可
以促进传统销售队伍的转型，组成综合性专业团
队，真正 升 级 为“超 级 理 财 顾 问 ”，提 供 包 含 保
险、投资等全方位理财和风险解决方案，由于解
决方案由不同品牌的最优产品组成 ，极为中立和
客观，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保险公司应当顺应共
享经济新趋势融合创新，积极构建互联网保险生
态圈，在某一生态圈或产业中，保险公司既可以
扮演主导角色，如车生态圈围绕车险年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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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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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iangsu Branch Corporate Customer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Ping An Property Insurance，Nanjing 210019，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big data era has offered Chinese traditional insurancece indnstry a valuable opportunity of surpassing insuran industries in other countri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raditional insurance companies，internet giants，listed and
innovative companies in internet insurance，on-line insurance based on data is facing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new trend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ternet insurance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ses o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traditional insurance industry，and puts forwor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marketing modes of on-lin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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