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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把区块

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消息提振，区块链板块概念股昨日集体飙

升，截至收盘，百余只个股封住涨停，数字

货币和区块链两大概念板块涨幅分别达

9.85%和 8.80%。记者获悉，上海目前正在

大力推进包括区块链技术在内的金融科

技中心建设。

区块链技术有望迎来
顶层设计

脱胎于“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被认

为是能够与互联网技术比肩的前沿技术

之一。简单来说，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

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本质上是一种数据

库技术，每个区块就像是一个硬盘，把信

息全部保存下来，再通过密码学技术进行

加密，这些保存信息就无法被篡改，具有

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开放性等特点。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的重要突破口’这个评价非常高，这给我

们金融科技研究者发出了动员令，吹响了

进军号。”上海市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名誉

会长周禹鹏在 10月 27日举行的第五届金

融科技国际会议上表示。

一位区块链行业研究人士向记者表

示，区块链技术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外

界越看不懂越需要顶层设计。“不排除国

家未来推出区块链技术的顶层设计，让其

成为金融科技创新的试验田，由于我国应

用场景比较丰富，不排除我国在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等方面赶超国外。”

中金公司报告指出，经过过去几年发

展，区块链技术已经被证明适合需要“多

方共享”“高频重复”“交易链条长”的许多

金融场景。

上海正推进金融科技
中心建设

在区块链技术正成为金融科技领域

新热点之际，上海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包括

区块链技术在内的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近年来，我国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发展已成为新趋势，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

术的研发、应用取得重要突破，重点细分

领域市场规模成倍增长。爱丁堡大学金

融学首席教授侯文轩已是第三次参加金

融科技国际会议，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三

年前，金融科技国际会议还属于第一批探

讨金融科技研究和探讨的平台，三年后，

中国的金融科技产业已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在去年世界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的排

名中，中国有四个城市跻身前十，其中，上

海位列世界第五。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进入

冲刺阶段，加快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目标的

提出，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和任务。”上海财大校

长助理郑少华在第五届金融科技国际会议

上表示，“下一阶段，上海如何抓住机遇，利

用优势，大力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如

何加强对金融科技风险的有效监控，是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工作。”

市金融局副局长赵万兵透露，目前，

上海正大力推进包括区块链技术在内的

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建设上海金融科技

中心，是新时代深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的新内涵、新机遇和新动力，也是

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联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记者获悉，上海未来吸引各类金融科

技企业在沪集聚，包括进一步培育各类金

融科技企业，以及鼓励传统金融企业运用

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等。

记者：外资保险管理条例属于总

则性质的，未来细则有望在哪方面展

开？

姚立宇：准入门槛降低后，会让更

多的外资保险主体进入中国市场，带

来国外先进经验和人才等，让中国保

险市场更充分竞争。期待未来的细则

落地，可以有更多的优惠政策，让我们

更好地服务客户。

曹啸：细则应该为外资保险公司

的进入创造更便利条件，比如，取消

审批环节等，让外资保险机构迅速在

中国展业。

记者：外国保险公司此前在华设

立保险类机构，需满足三个条件，此次

取消了两个，但仍保留了“申请前一年

年末总资产应不少于50亿美元”的门

槛，为什么要保留这个门槛？未来是

否会放松？

姚立宇：对保险公司而言，经营规

模是很重要的考察范围，经营保险公

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上世纪60年代

至 90年代，约 140家国外保险公司因

经营不善破产，因此规模还是一个需

要考察的指标。

曹啸：目前规定资产规模 50亿美

元还是有道理的，中国投保人对境外

保险公司毕竟还不是很了解，为了对

投保人负责，为了应对一旦破产倒闭

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冲击，初期要求资

产规模还是有道理的，未来，在投保人

对境外公司熟悉后，或许就不需要规

模50亿美元的门槛了，最终取决于市

场的成熟度。

记者：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境内

居民到香港买保险。更多的外资保险

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对普通保险消费

者来说，是不是一个利好？个人投保

人会享受到什么便利？

姚立宇：境内投保人赴港买保险，

一方面看中的是保险公司长期经营稳

健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是保障范围

更全面，理赔服务更透明。随着中国

对外资保险业的开放加快，更多外资

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带来多元化

的产品，将为中国保险消费者带来更

多的选择余地。

记者：在 华 外 资 寿 险 保 费 从

2004年的84亿元上升至2018年末的

超 2000 亿元。然而，市场份额只有

8%；外资财险公司 14 年间的保费规

模增幅巨大，但是份额只有 1.94%，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随着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这一格局是否

会改变？

曹啸：外资保险规模增速很快，是

因为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其对保险

的需求也在增加。然而，无论保险深

度还是保险密度，中国保险市场与发

达国家相比都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

成长空间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外资把

中国市场看成香饽饽的原因。

至于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保险市

场的份额较低，部分原因与过去的限

制有关系；另一方面因素是在金融市

场中，消费者更信任本土公司，随着保

险市场更加成熟以及中国对外资保险

的开放加快，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保

险市场的份额会提升，但不会从根本

上改变目前的格局，预计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还是本土保险公司主导的格

局。

姚立宇：产险份额更少，这与外资

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和定位有关，比

如，在中国，车险在产险中的比重超过

50%，一些外资保险机构曾尝试车险

业务，试水后发现不是擅长领域。

对外资保险机构而言，目前的

定位很清晰，即在细分领域做更擅

长的业务，未来将逐步在细分强项

领域加大市场份额。比如，外资保

险机构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方

面，依靠全球化的网络和技术能力

助力中资企业全球化布局。相比中

资保险机构，外资保险公司在长期

经营理念、全球化的网络和人才等

方面可能更具优势。

记者：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认为，外

资参与度的提升将丰富中国市场的保

险产品类型并增强行业资产负债管理

能力，对退休金和养老金等发展不足

的领域尤为明显。对这两大领域而

言，外资保险机构入场后会起到什么

作用？

姚立宇：据我所知，国内专门从

事退休金和养老金两大领域的保险

公司并不多，未来市场广度和前景非

常大，既然中国开放了这一领域，很

多外资保险公司肯定是选择空间大

的领域进来。

曹啸：这两大领域很重要也很复

杂，涉及到现在的收入和消费以及未

来的收入和消费，对中国保险市场而

言，属于亟待发展的两大领域。由于

两大领域在中国起步不久，外资保险

机构可能会将其作为进入中国保险

市场的切入点，毕竟其他领域中资

保险机构的优势更大。同时，外资

保险机构带来的产品设计等也能促

进中资保险机构发力，退休金和养老

金发展好，对中国家庭的保障还是很

重要的。

外资保险准入门槛放宽
消费者选择余地加大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决定，取消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
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且在中
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的条件，并允许外国
保险集团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允许
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外资保险公司。

外资保险公司准入门槛放宽，是否会吸引更多优质
外资保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如何满足我国保险消费
者的需求？怡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姚立宇
和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曹啸对此进行了
探讨。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有望迎来顶层设计 区块链板块百余股涨停

上海大力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本报记者 张淑贤

在区块链成为市场热点之际，众安保

险，这家希望通过科技重塑保险价值链的

互联网保险公司，自2015年起组建区块链

团队，探索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深度

融合，至今累计提交区块链相关专利 129
项，实审公开可查 112项，探索出一条“区

块链+”的众安样本。

“区块链、智能合约迟早对保险产生重

大冲击，众安已从简单的、边缘的业务开始

渗透，自早期的健康险保单存证、到智能合

约的理赔增效、再到保单通证，希望借助技

术创新，释放人力，提升效率，打造出真正

的新保险。”众安科技CTO李雪峰说。

四年布局 129项专利傍身

众安的区块链开拓之路，从发现业务

痛点，运用区块链技术逐“点”击破开始。

最初，针对保险业普遍存在的电子保

单存储效率及理赔环节的用户隐私保护

问题，区块链分布式存储产品钛空舱和钛

存证应运而生。

在众安落地的解决方案里，钛空舱是

一个保证数据安全的分布式加密存储产

品；而钛存证则运用众安自主研发的链智

能合约、分布式存储、密码学等技术，对存

证文件进行安全加密存储。

李雪峰举例称，互联网医院需为患者

提供在线预约、在线诊疗、电子处方、自助

取药等多项在线服务要求，而基于钛合约

的区块链电子签章可以助力互联网医院

保障业务的安全性、可靠性和责任可追溯

性。此外，这项技术目前还被众安应用于

音乐版权确权、酒店电子签章等领域。

在此基础上，众安进一步延展，由点

到线，形成了包括钛阳、钛合约、钛存证、

钛空舱等在内的钛系列产品。

其中，众安自主研发的众安链是主要

的成果之一，已能够满足金融业务对数据

一致性、安全、稳定可靠等方面的要求，是

工信部首批三大开源链之一，也是首批通

过《区块链参考架构》符合参考架构测试

的5个产品之一。

截至2019年9月底，众安科技提交的发

明专利申请总共290项，其中，已授权2项，

实审公开可查241项；区块链相关发明专利

已提交申请129项，实审公开可查112项。

区块链已覆盖十余个领域

随着技术不断沉淀积累，众安推出了

部署在链上的生态云服务平台安链云，并

基于安链云研发了电子保单管理、防伪溯

源、供应链金融等数十个区块链产品及解

决方案，覆盖溯源、公益、政务、医疗、版

权、酒店、供应链金融、保险、积分、隐私数

据安全等10个领域。

针对供应链金融长期存在的造假风

险、信息孤岛、信用传递难、履约风险高等

瓶颈，众安科技推出的“众企安链”，以区块

链+供应链的“双链”模式，与企业共建安全

可信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目前，众企安

链已经逐步落地在汽车制造、物流、建筑、

电子商务、医疗药品等供应链场景中，全面

覆盖核心企业及其上游供应商的线上应收

账款转让、融资、管理、结算等需求。

在公益场景中，由于公益平台环节

多、周期长、监督难、信息不全面、不透明、

不及时等问题，公众或多或少对公益组织

的执行力、捐赠款项何时可以给到需要的

人等问题产生疑惑。而众安的区块链公

益解决方案，将捐赠用户信息、捐赠资金

流向信息及使用情况完整地记录和加密，

确保每一笔善款不可被篡改，每一次使用

都可被追踪。

李雪峰表示，未来，众安将继续突破

区块链底层技术，包括合约引擎、合约语

言、共识算法、账本结构、隐私协议、计算

模型等，解决区块链扩展性、安全、中心化

等问题；同时加强区块链与云计算的结

合，增加其不可篡改、多中心、自证清白、

自带审计等特性。

保险“上链”4年129项专利
“区块链+”的众安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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