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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业首个区块链应用即将落地

预计在明年上半年上线，用车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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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昨

日， 记者从众诚保险获悉， 目前众诚

保险已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推进区块

链在车险领域的“落地”。 众诚保险

相关负责人表示， 预计在明年上半

年， 公司就能上线业内首个基于区块

链的车险应用， 届时车险核保、 查

勘、 核赔等环节的人工成本将会大大

降低， 市民用车成本有望获得更大程

度降低。

明年上线区块链车险应用

区块链， 为一种分布式数据存

储、 点对点传输、 共识机制、 加密算

法等计算机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

应用模式。 其具有去中心化、 开放

性、 独立性、 匿名性等特点。 在金融

行业， 区块链在国际汇兑、 信用证、

股权登记和证券交易所等领域均有着

巨大应用价值。

在保险理赔领域， 一直以来机构

背负的资金归集、 投资、 理赔， 往往

管理和运营成本较高， 通过区块链的

“智能合约” 的应用， 就能达到“无

需投保人申请， 也无需保险公司批

准， 只要触发理赔条件， 就能实现保

单自动理赔” 的效果， 大大节减了理

赔流程， 提高了理赔效率。

在此方面， 已经有公司进行了积

极尝试。 但在车险领域， 区块链的应

用仍处于“空白” 阶段， 昨日， 众诚

保险副总裁屈海文对记者表示， 目前

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推进区块链技术

在车险领域的落地应用， 预计在 2020

年上半年， 公司就会上线业内首款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车险应用。

大幅降低人工操作成本

以往， 在车险领域， 投保、 核

保、 出险查勘、 核赔、 理赔等售前和

售后环节， 均会占用较多的人力成本

和营运成本， 公司成本难以有效降

低。 据悉， 此款区块链应用的落地，

就可以通过分布式记账技术、 智能合

约技术， 实现客户自助理赔、 公开理

赔的效果， 节省约 60%的人工操作环

节， 从而减少市民的用车成本。

“比如说， 客户出险了， 就可以

通过这个应用自主上传理赔材料， 然

后就可通过智能合约进行自动理赔。

与此同时， 其他客户通过公开密钥可

以看到这个理赔案件， 也可以参与到

这个理赔的裁判中， 这样就能节省传

统车险理赔查勘、 定损、 核赔等流程

的人工和时间成本。” 屈海文表示。

据记者了解， 去年 10 月， 众诚

保险与北京阿尔山金融科技公司签约

进行区块链技术战略合作。 屈海文表

示， 公司还会把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汽

车上下游产业链中， 围绕用车生活，

形成一个开放共享的数据链， 降低用

车成本， 提升客户体验， 推动汽车产

业链共享共赢。

“目前， 研发团队正在积极推进

技术攻关， 在做好技术落地的同时也

会做好相关数据和风险的防控。” 屈

海文表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

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76.2%， 比上年提高 18.6 个百

分点， 这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进一步增强。 消费对国民经济贡

献度的提高， 消费金融的支持作用功

不可没。 据相关预测统计， 预计到

2022 年， 中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将达

到 28 万亿， 2020 年我国消费信贷余

额将达到 10 万亿级规模。

消费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 一方

面刺激了消费， 带来了便捷的新消费

模式， 另一方面， 也成为了居民过度

负债的诱因之一。 截至 2018 年末，

中国居民部门的资金杠杆率为 52.6%。

居民债务率从 20%提升到 50%。 消费

观念的转变等原因， 已使得超前消费

被广为接受， 而借钱渠道的增多， 又

使得超前消费变得唾手可得， 这其中

蕴藏的潜在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尤其是无固定收入的高校大学生

群体， 更是过度消费、 过度负债的高

危人群。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8

年大学生消费洞察报告》 显示， 2018

年有近 50%的大学生有过分期付款的

信贷消费行为。 与大学生频繁使用

消费信贷服务同时出现的， 是各式

各样的校园贷消费陷阱， 与之相关

的裸条、 暴力催收等事件更是屡见

不鲜。

对此， 作为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

的正规持牌消费金融机构， 马上金融

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 树立正确消费

观念， 提高理性消费意识， 避免过度

负债， 积极学习金融知识， 谨慎辨别

正规产品和服务， 具体来说， 应做到

以下几点：

首先， 在消费购物之前， 要清楚

掌握自己的各项需求， 做好消费预

算， 在选择贷款服务时， 则要考虑自

身的经济能力， 避免过度借贷。

其次， 广大消费者要积极学习金

融知识， 提高对于违法违规借贷平台

的防范意识。 在选择信贷服务机构

时， 要谨慎识别是否为正规平台。

同时， 消费者需要对具体的贷款

产品和服务进行辨别， 谨防陷入诈骗

陷阱。 例如， 在办理信贷服务时， 注

意借款利率和还款时间， 弄清其贷款

利息的计算方法。 同时， 也要了解清

楚是否还有其他费用， 以及具体比例

或数额等等， 防止由于疏忽而选择了

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过高的贷款。

后资管新规时代

银保合作空间更加巨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11

月 12 日， 由浦发银行主办， 以“共

助实体经济新发展、 共谱银保合作新

篇章” 为主题的 2019 年第六届保险

投资人项目对接会在广州举办。 记者

在会上获悉， 近三年浦发银行与各类

保险机构累计合作项目规模已达到

1600 亿元， 服务涵盖电力能源、 轨

道交通、 先进制造、 民生工程等多个

领域重点项目。

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构

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将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投资、 转

型升级等方面的投融资需求， 与此同

时， 如何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各类需

求， 以更务实的态度支持实体经济的

发展， 是银保机构需要共同思考的问

题。 浦发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刘凌表示， 目前保险在社会融资中的

地位不断提高， 同时银行凭借渠道优

势在为保险机构对接目标客户和资产

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在后资管新规时

代， 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合作空间更加

巨大。

据会上介绍， 截至 2019 年 9 月

末， 国内累计注册

（备案 ）

各类债

权、 股权投资计划超过 1000 只， 金

额近 3 万亿元， 其中保险资管产品注

册数量及规模同比增幅显著， 分别为

31.78%和 14.54%。 “在提高效率的

同时要注重行业的教育和辅导， 提升

机构合规水平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厚植合规文化。” 中国保险资管业协

会创新发展部总监罗以弘在会上表

示， 接下来将采取多种措施优化注册

及强化投后管理工作， 增强风险防范

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国投瑞银施成：

新能源行业迎黄金投资期

正在发行的国投瑞银新能源基

金拟任基金经理施成认为， 新能源

车补贴大幅退坡， 倒逼企业提升竞

争力， 激烈角逐下将有龙头公司脱

颖而出。 同时， 需求端改善趋势明

显， 也将促使行业景气度上升。 行业

基本面兑现时期来临， 中长期发展

趋势确立， 投资新能源正当时。

据了解， 国投瑞银新能源基金围

绕新能源行业， 重点关注光伏、 新能

源汽车、 汽车电子、 车联网等快速成

长的子行业和公司。 在施成看来， 目

前新能源发电和汽车的技术路线已

相对确定， 后续投资机会来自于技

术的延续性创新以及销量规模的增

长。 以光伏产业为例， 晶硅路线已

经成为主流； 从锂电池行业来看，

三元锂离子电池也是主流路线。 该

基金将以新能源为核心和切入点，

致力于捕捉新能源相关领域的投资

机会， 包括资源类、 设备类、 化工材

料类、 电子类、 通信类等， 做到以新

能源为主线的有机结合。

做好消费预算，避免过度借贷

马上金融倡导理性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