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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關於發佈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佈會相關報告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定於 2018年 6月 28日（星期四）舉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佈會，就公司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相關情況作出報告。

上述報告的具體內容請見本公告附件。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繆建民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繆建民先生、謝一群先生及唐志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清劍先
生、肖雪峰先生、華日新女士、程玉琴女士及王智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邵善波先生、高永
文先生、陸健瑜先生、林義相先生及陳武朝先生。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 2 3





落实国家创新战略

党的十八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2.11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2015.10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2016.5

党的十九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2017.10

两院院士大会：矢志不移自主创新

2018.5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保险供给 保险需求

新技术改变经营基础

新业态延伸价值链条

新模式重构商业空间

个人消费升级

企业动能转换

政府职能转变



新技术改变经营基础

新业态延伸价值链条

新模式重构商业空间 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 生物技术

冲击基于大数法则的传统保险经营基础

保险供给



新技术改变经营基础

新业态延伸价值链条

新模式重构商业空间

汽车产业链延伸引发保险产业链延伸

保险服务链

传统车险

汽车产业链

燃油车

新能源汽车保险 网约车保险 充电桩保险

新能源汽车 网约车 维修保养

保险供给



新业态延伸价值链条

新模式重构商业空间

保险供给

新技术改变经营基础

新模式重构商业空间

互联网保险 比价平台 中小企业保障 线上销售平台

智能保险顾问 代理人服务 定制化保险 保险运营服务



保险需求
个人消费升级

移动化 个性化+ 场景化 +

政府职能转换

管理者 服务者

企业动能转换

灾后理赔 综合风险管理



立足中国人保实际

1949年

公司成立

1996年

产寿险分业经营

1979年

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2003年

财险子公司香港H股上市

2009年

集团整体改制

2012年

集团香港H股上市



立足中国人保实际

114

旗下中国人保财险是亚洲最大的财险公司

《财富》世界500强排名



接近 的县
立足中国人保实际

机构网络

1.6万
19万

个分支机构

员工

服务网点覆盖全国

100%
98%超过 的乡镇



立足中国人保实际

海外

金融科技

再保

中介

养老险

资管

健康险

寿险

产险中国人民保险（香港）有限公司

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立足中国人保实际

我们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
，截至2017年底，

个人保险客户达

1.74
亿名

团体保险客户接近

400
万个



多年经营沉淀了海量的车险、农险、

健康医疗等业务数据。

立足中国人保实际







2020年2018年 2022年 2025年

第一阶段：跻身国内创新型金融保险集团前列

重点突破期 全面提升期

集团公司
重点推进集团数字化战略的落实，加快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

人保财险
深入推进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

务融合、商业模式变革与技术变

革融合

人保寿险
围绕“转方式，优结构，换动能

”的要求，努力实现“三个转变

”

人保健康
突出专业性，体现创新性，办出

特色，专业、高效、精干，进一

步深化改革。

投资板块
围绕“服务保险主业，牢记信托

责任”的要求，在资产负债管理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人保金服
围绕服务主业发展，积极开展金

融科技应用创新，探索设立创新

孵化器。

5年 3年



全面提升期

2020年2018年 2022年 2025年

第一阶段：跻身国内创新型金融保险集团前列

重点突破期

科技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 服务创新 管理创新

进一步健全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国内金融保险集团中具备领先的创新发展能力



全面提升期

2020年2018年 2022年 2025年

重点突破期

第二阶段：跻身国际创新型金融保险集团前列

创新体系更加完备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核心支撑 三大动力引擎





传统的客户服务模式

门店柜台 客服电话 第三方机构

线上的客户服务模式

APP 微信公众号 官方网站

赋能客户服务的线上化改造

重塑体验 聚焦三类科技赋能



赋能客户服务的线上化改造

赋能资源的平台化共享

重塑体验 聚焦三类科技赋能



赋能客户服务的线上化改造

赋能资源的平台化共享

赋能业务流程的智能化升级

智能定制
智能推荐

智能核保

智能客服
智能理赔

智能投顾

重塑体验 聚焦三类科技赋能





定义未来 打造四维服务格局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服务政府职能转变

以客户为

中心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服务个人保险消费升级

国家 企业

个人政府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服务政府职能转变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服务个人保险消费升级

乡村振兴战略 健康中国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 雄安新区建设

食品安全
责任险

医疗
责任险

校园方
责任险

法律保险

定义未来 打造四维服务格局

以客户为中心





共建生态 布局四大生态体系



虚拟
生活

购物

娱乐

出行

度假
居住

运动

教育

文化

节日

财产险版块

保险科技版块

布局消费生活生态圈

共建生态 布局四大生态体系



我要
买车

我要
卖车

我要
玩车

我要
养车

我要
用车

资讯导购

汽车金融、交易担保
二手车服务

用车指南
车型论坛

车友活动自驾游

布局车主生态圈

车险份额

NO.1
个人车主客户

6000万+
汽车电子
装饰改装
娱乐资讯

看车活动、团购活动
金融贷款、车辆保险

上牌年检、违章服务

保养美容

修理换件

加油、洗车、停车

道路救援

共建生态 布局四大生态体系



布局健康养老生态圈

与3000+医院、800+体检机构、6万+优秀医生、7万+药店

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体检

基因检测

疾病咨询

预约挂号

慢病管理

诊断治疗

药品销售与配送
照护服务

健康/康复护理

个人商业保险

个人投资

个人理财

养老社区

共建生态 布局四大生态体系



布局“三农” 生态圈

农业保险市场份额

NO.1
服务农民

1.1亿户次+

保险保障

种植保险

信贷融资

支农融资

投资理财

申请贷款

信息服务

技术咨

询

电子商务

农产品线上销售

共建生态 布局四大生态体系





创造价值 夯实六化管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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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创新领域投入
多层次创新基金
统筹协调创新投入

创新考核评价机制
中长期激励计划
创新容错机制

常态化项目征集
市场化创新孵化器
加速孵化成果转化

深入挖掘成果经验
加大复制推广应用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内部创新人才培养
外部创新人才引进
建立创新智库团队



创新投入领域：分层运作的

创新支持基金体系

创新奖励基金：千万级

创意孵化支持基金：亿级

创新产业投资基金：百亿级

奖励创新成果

孵化种子项目

投资重点领域

单位：元







科技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 管理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

建设产品智能推荐系统，提供数字化精准营销

优化“人保e通”移动综合销售支持APP，实现业务处理全程电子化

构建客户金融账户一账通，实现统一的客户视角下的一站式服务

升级移动电商平台人保财险板块，提升平台获客能力

升级人保寿险微信服务平台

优化人保健康微信公众号

建立人保养老线上客户服务平台

建立人保养老内部运营线上客户端

打造车主服务客户端，拓展服务宽度与服务深度

建设保险资管产品银行代销系统

绘制财险客户脸谱，实施精准营销

绘制健康险客户画像，掌握用户医疗健康需求

建设统一客户服务平台，打造前端统一的客户触面

整合移动端保险APP，打造保险统一平台“中国人保”APP

搭建异业保险营销平台，创新共享第三方销售资源

建设在线承保平台,实现保险合约在线处理

建设移动理赔平台,提升理赔服务质量

建设在线收付平台，提升客户付费体验

升级公司IT架构，支持业务精细化和互联网化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系统，提高投资风险识别能力

建设智能信用评级系统，赋能投后管理升级

应用车联网技术，开展驾驶风险管理和保险产品创新

打造健康联盟链，升级健康保险发展模式

建立大数据风控模型，提升理赔质量和反欺诈能力

依托大数据和物联网，建设承保风控新模式

建立保险及普惠金融智能风控与反欺诈系统

创建智能信贷核心系统，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

打造客服录音和互联网舆情智能分析平台

应用区块链技术，搭建客户数字资产平台

研究人工智能辅助量化投资

探索智能投资风险管理系统

建设场内算法交易支持系统，优化组合交易

研究人工智能在保险资管行业的应用

构建另类投资业务线上全流程运营管理平台，实现决策流程、投后管理和运营管理线上操作

打造一体化的投资分析与风险预警平台

打造“大农险”发展新格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发展国际业务，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国际化战略宣传，完善国际业务管理组织体系

发展医保系列业务，服务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发展商业健康险，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设立健康医疗产业基金，服务保险主业发展

大力发展扶贫保险，服务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形成扶贫服务新模式

推广保险资金支农融资业务，创新保险资金扶贫投资新模式

大力发展保险业务，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创新雄安农民养老保障产品，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投资雄安产业引导母基金，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建立雄安投资产品绿色通道，服务雄安新区建设

拓展不动产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创新保险投资产品，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领域发展

创新发展产业保险，为实体经济稳定运行提供风险保障

发展“双创”保险，支持实体经济创新

加快发展绿色保险，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拓宽绿色金融投资项目，支持节能环保企业发展

开发绿色金融产品，服务绿色环保产业

保险与投资双轮驱动，提升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投资医药养老产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年金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拓展不动产投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发展互联网生态保险，服务个人消费行为网络化

依托自营平台发展场景保险

发展居家出行定制化场景保险

发展风险减量管理，延伸保险价值链

加大新能源汽车、网约车专属车险、充电桩保险等出行新业态保险产品服务供给

加大低保费、高保额、易投保的消费类重疾险医疗险产品供给

加大中高端养老健康产品服务供给

加大开发全面家庭保障与财富传承相结合的金融保险产品

推广保险在社会治理中的智慧应用，以“保险+服务”发展责任保险业务

构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满足客户“一站式”金融服务需求

整合公司和社会服务资源，为客户提供消费生活风险解决方案

围绕购车、养车、用车等需求，打造国内领先的车主服务平台

加快建设汽配电商平台，在全国主要城市和县域建立配送网络

开展“修理厂白条”等供应链金融业务，发起设立商业保理公司

整合医疗健康服务资源，搭建“开发、互联、智能、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打造业内领先的智能健康管理APP，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健康医疗和健康咨询服务

以轻资产模式为主构建符合人保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

发起设立人保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布局优质健康养老项目

建设“三农”综合金融和信息服务平台，为农业全产业链提供一站式保险、风险管理和普惠金融服务

整合农村金融保险服务、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和农村现代流通服务资源，建立链接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构建基于农业产销风险管理的农村金融保险服务体系

建设支农支小智能风控决策系统，服务普惠金融发展

研发车险智慧理赔工具，升级理赔服务模式

围绕“去中介、降成本、优服务、强黏性”，实现车险发展再提速

围绕“换动能”，强化个险渠道专业化建设

强化人力资源规划和培训体系建设

建立崇尚专业、追求专业的专业文化

搭建全员学习提升体系，建立专业人才评价标准

实施区域经营管理，深化“一对一”帮扶

以上海、深圳、广州中心城市为试点，打好中心城市翻身仗

加大中心城市标志性物业投资布局，加强品牌形象宣传

完善财务资源配置，提升财务资源使用效率

加强经营管理流程信息化建设

开展客户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服务评价指标

开展“基层建设年”活动，提升三、四级机构销售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加快运营服务自动化、智能化建设，建设运营共享平台

打造运营管理一体化平台

制定差异化的费用分配政策，推动资源配置向一线部门倾斜

建立扁平化的基层组织架构，着力提高管理效率

完善授权体系和决策流程，提高市场响应能力

开展投资前台部门事业部制改革

推广应用统一客户共享平台，夯实交叉销售基础

完善统一工号和账户，提高交叉销售佣金结算速度

强化投资与保险板块的协同支持

依托公司公募基金产品，构建超级现金宝平台

创新党建载体，推动党建工作向e端延伸

开展系列党建活动，加强支部建设

设立创新奖励基金，激发全员创新热情

设立创意孵化支持基金，加速内部创新能力市场化

设立创新产业投资基金，聚焦人工智能、健康医疗、健康养老等重点投资方向，服务集团主业发展

人保财险设立创新奖励基金，鼓励推动科技、产品、商业模式创新

人保资产设立创新专项基金

人保资本制定创新项目奖励制度

设立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和健康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行业内具有创新性、协同性、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

设立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推广“投-贷-保”一体的科技创新基金

设立不动产投资基金，完善不动产投资产业链

经营业绩考核体系中设置创新工作指标，将创新主题活动奖项纳入荣誉体系，创新获奖情况作为个人年度绩效考核及职级晋升时的参考

探索建立中长期创新激励计划，强化对核心骨干人员的激励

健全创新评审机制，实行创新评审结果与年度绩效考核加分挂钩

建立创新考核机制，将创新贡献与部门、团队及个人的考核挂钩

建立市场化的创新薪酬机制、考核机制及用人机制

建立创新导向考核评价管理办法，侧重突出创造增值价值的导向

设立创新孵化器，提供人保系统资源服务，推动与集团主业对接融合，帮助项目成长

建立常态化的创意项目收集机制，建立创意项目储备库

探索展跨公司、跨岗位、跨专业的项目制的创新团队组成形式，提升组织活力

加大创新成果宣导培训力度，完善创新成果推广应用

组建创新专家咨询工作组，开展创新专题研究，持续跟踪市场动态，收集市场一线信息，迅速捕捉创新重点和市场变化

探索建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创新人才薪酬激励、考核晋升、竞争淘汰机制，定向引进一批创新型领军人才

加强外部创新交流合作，汇聚外部优势资源

健全完善创新专家库，完善专家工作机制

设立跨部门、常态化的创新专家工作机制

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兼顾，打造创新型人才队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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