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T跑马圈地互联网保险

本报记者 程竹

互联网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前景及其在估值上的吸引力，使互联网保险牌照成为行业内争抢的“香饽饽” 。 目前市场上有超过120家保险公司涉足互联网保险业务，但拥有互联网保险牌照的公司仅有四家：众安在线、泰康在线、安心财险和易安财险。 同时，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各路资本仍在源源涌入。

喜忧参半的“众安冲击波”

分析人士指出，我国互联网保险现已进入爆发期。 2016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347亿元，较2015年（2234亿元）增长了113亿元，增幅5%。 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已由2012年的0.7%大幅提升至2016年的7.6%。 大量资本及机构纷纷涉足互联网保险行业，更有超过100家传统保险公司开设互联网平台。

作为“金融科技第一股”的众安在线目前已在香港上市，其引发的“众安冲击波”迄今在市场回荡。 众安保险于9月28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新股定价59.7元，发行约1.99亿股，其中7200万股由软银认购，挂牌之后的最初两日成交股数达1.14亿股。 10月9日，众安保险股价一度飙升至97.8港元，收报90.8港元，自上市以来累计上涨52.09%。 11月1日收盘价77.75港元，最新总市值已升至1151亿港元。

对于众安保险未来的估值。 海通证券分析师孙婷指出，根据10月16日公告，该公司按照每股59.70港元进行发行及超额配售，经计算预期融资后2017年每股净资产为14.256港元。

“不过，现阶段该公司的净利润情况并不容客观，虽然众安保险2014年即实现了0.37亿元的利润，但是这一数字并没有保持增长，反而在今年上半年公司亏损2.86亿元，较去年同期亏损增长25.4%，公司预计今年会产生重大亏损。 ”平安证券分析师缴文超称。

自成立以来，众安保险的综合成本率持续高于100%，即一直处于承保亏损状态。 而今年以来由于公司业务扩张，深化与生态系统伙伴的合作以及专注与手续费及佣金或技术服务费费率相对较高的保险产品，保险营运开支增幅明显。 虽然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可以降低赔付率，但是在发展初期拓展业务、建立合作和推出新的产品将产生大量开支。 未来公司的利润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孙婷预计，2017年众安保险业绩将出现重大亏损。 2017年上半年，公司亏损达2.87亿元，同比扩大25%。 其主要原因一是提取未到期准备金大幅增长。 二是保险代理手续费及佣金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三是综合成本率创新高。 2017年上半年，众安保险的综合成本率增加至129.3%，为3年来的最高水平。

缴文超认为，众安的保费收入自成立以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包括公司的合作伙伴以及股东和竞争对手也会推出相同类型的产品、传统保险公司或者互联网保险公司对业务模式和产品的模仿等，同时公司保费大多依赖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平台进行销售，因此对于未来保费收入的增速依然具有不确定性。

不过，从总保费来看，2016年众安在线总保费是另外三家之和的3.5倍。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虽受益于腾讯、阿里、平安三大股东，但未来要逐步降低对主要股东的业务依赖。

“预计公司2017年总保费将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今年公司健康险、意外险、责任险及退货运费险总保费的大幅上升，同时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大健康险等保障型险种的发展力度。 ”孙婷指出，预计2017年众安保险的总保费同比增速将达到88%；2018、2019年保费增速将有小幅下降，但由于公司处于业务扩张初期，且采取“薄利多销”的销售策略，保费仍将在未来两年保持较高增速。

“同时，资产规模逐年扩大，2017年上半年投资收益同比改善。 ”孙婷指出，2017年上半年，众安保险的投资收益为2.865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主要是受股市上涨的影响。 公司上半年增加了高股息证券的配置比重，助推公司实现投资正回报。 公司主要依赖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服务及资产管理。 截至2017年3月31日，平安资管管理着众安保险总投资资产的95.4%。 其中，固定收益、股票基金、现金及等价物、理财、信托在投资资产中占比分别为38.2%、23.1%、13%、14.3%和11.4%。

互联网巨头发力保险中介

业内人士指出，2016年，保险牌照申请门槛开始提高，监管部门要求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使得互联网保险经纪牌照越发紧俏。 于是，一些资本为切入互联网保险业务，将目光投向收购拥有牌照的公司，成立保险代理、保险经纪公司。 同时，第三方平台的互联网场景激发保险需求。 以2016年上半年互联网人身险保费收入为例，第三方平台销售的人身险收入占互联网人身险收入的比例高达96.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24张保险中介牌照获得批复，其中有10家保险代理公司、13家保险经纪公司以及1家保险公估公司。 于是，保险中介牌照的获取又一次将互联网保险推向了“头条” 。

日前，百度金融已经收购黑龙江联保龙江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联保龙江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为鹏寰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认缴出资额5000万元。

不久前，腾讯持股57.8%的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也拿到了保监会的批复。 微民保险代理注册资本2亿元，由深圳腾富博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深圳腾富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包括北京驿码神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腾讯控股100%持股），持股份额为57.8%；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持股份额为31.1%；国开博裕二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份额为11.1%。

此外，阿里巴巴同样在保险中介行业悄然布局。 阿里巴巴通过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宝）拿到了一张中介牌照———杭州保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据悉，蚂蚁金服旗下已拥有两家保险代理公司。 除保进保险代理外，另一家为上海蚂蚁韵保保险代理，惟一股东是蚂蚁金服。

除BAT聚首保险中介市场外，还出现了其他互联网巨头的身影，如北京大树保险经纪。 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股东为拉卡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系联想集团控股企业。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已有不少平台积极谋求保险中介牌照，收购一张全国性保险代理销售牌照的话，“壳”价格已达2千万元。

长期以来，中介渠道一直是中国保险市场最重要的保费来源之一，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第三方机构预测，到2018年，整个保险中介业的新单规模保费将突破150亿元。

蓝筹股仍是配置重点

无论是传统保险还是互联网保险，保费的高增长让市场普遍看好保险股。 天风证券认为，三季报向好将是保险股在今年四季度走势的最重要催化剂。 保费同比高增长将提升投资收益和新业务价值，看好当前至11月中旬阶段的保险行情。

对于未来保险资金的配置，今年以来，险企加大了对大型蓝筹股和高分红股票的配置比例，A股和港股资产价值显著上升。 固收市场方面，债券市场表现平稳，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3.6%以上，保险公司配置了更多的长久期债券与非标资产，利息收入亦有增加。

一位险企人士表示：“长期来看，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中还是应当更加重视股票市场。 在一定时间期限内，股市表现出来的风险更小、收益更高，而债券市场的收益只能被通胀侵蚀。 目前的情况来看，蓝筹股仍有空间，因此，四季度保险资金投资的关键是在符合资金期限要求的条件下在股票市场进行配置。 ”

民生通惠资管公司投资总监李兆军指出，四季度险资在权益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大，险资投资范围不断多元化，一些能够体现出未来发展趋势的行业将会受到关注。 同时，一些与险资有交融的行业将继续受到青睐，如医疗、健康、养老、基因，以及AI人工智能、机器人、医药等。

业内人士指出，保险公司投资收益表现良好主要在于市场行情好转，而并非公司主动投资策略的变化。 权益市场，虽然去年以来开启了慢牛行情，但是蓝筹股和中小盘股分化的现象则使得大量配置蓝筹股的保险公司受益良多。 保险公司的资金受限于监管以及收入期限，在股票市场上比较倾向于投资长期的稳健的蓝筹股，主要是这波行情走势契合了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策略。

华泰金融分析师认为，货币政策定调紧平衡格局，货币政策短期难以转向，预期利率环境相对维持高位，投资收益仍将保持优势。 进一步推动净利润增厚。

国信证券分析师王继林认为，现阶段，考虑到债券价格的下跌，寿险公司主要受益于蓝筹股的上涨。 四季度险企短期将受益蓝筹行情，长期将受益于新配债券资产，寿险公司目前新配置的高息债券，将对未来投资收益率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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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料受益蓝筹行情

□本报记者 程竹

A股四家上市保险公司前三季度

业绩已公布完毕， 其总体表现优异。

业内人士指出， 今后最后一个季度，

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和中

国人寿等四家上市险企投资收益率

短期内仍将继续受益蓝筹行情，长期

将受益于新配债券资产。

利润逐季改善

总体看，四家上市险企归属母公

司的净利润同比去年同期均实现增

长，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和

新华保险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

为98.3%、23.8%、17.4%和5.3%。

同时，2017年前三季度， 四家上

市险企的寿险业务结构持续调整，发

展个险渠道、压缩银保渠道，聚焦期

交业务，注重价值提升。 具体看，四家

上市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中，除新华

保险以外，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和中

国人寿的前三季度寿险业务保费收

入同比去年分别增长32.1%、29.2%

和19.6%。

业内人士认为，新华保险下降幅

度同比半年报有所减少，第三季度保

费收入同比去年 第三 季度 增长

27.78%，说明转型阵痛期已过，单季

保费开始实现增长。

广发证券指出，整体来看，除中

国人寿利润增速超市场预期，其他三

家各项指标整体稳健符合预期。 四家

上市险企三季报最大亮点仍是保费

结构调整，尤其是新单保费中长期期

交占比均有所提升，银保趸交等低价

值业务规模均受到调整，预示着行业

回归保障，长期业务累积有望持续助

推新业务价值率的提升。

“政策方面，10月‘134号文’ 正

式生效，但从近期交流情况看，各家

公司均准备充分，陆续上线新产品应

对，且2018年开门红产品正在火爆试

销中。 从调研情况看，新规后主打万

能主险和改良两全、年金险，未来保

费增速无大碍。 ”广发证券称。

“预计2017年全年上市险企承保

端业务结构将继续改善，新业务价值

增速超过保费增速趋势也将持续，带

动整体价值提升。 ” 安信证券研究中

心副总经理、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赵

湘怀称。

全年总投资收益率5.5%

受益于利率上行和资本市场的

行情回暖，三季度四家上市险企投资

端收益可观，增厚险企业绩。 业内人

士指出，三季报显示，推动上市险企

净利润上涨的一大因素即为投资收

益的上涨。 据统计，四家上市险企前

三季度的投资收益数额均同比上涨

超过7%。

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四家上市

险企的投资资产规模均较2016年末

有所提升，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

人寿和新华保险的资产规模较2016

年末的增长率分别为16.9%、14.1%、

5.65%和1.83%。

投资收益方面，2017年前三季

度，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人寿和

新华保险分别实现投资收益992.67亿

元、374.08亿元、993.06亿元和267.75

亿元。 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和新华保

险前三季度总投资收益率分别达到

5.4%、5.12%和5.2%， 均较中期有所

提升。

不难发现， 今年保险前3季度业

绩报表投资收益在各家保险公司业

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

是，4家大型上市保险公司在投资方

面分化较大，以中国平安投资元素和

渠道最多。

业报显示， 前三季度中国平安投

资收益增长明显， 主要得益于以下因

素：一是优化资产配置。二是平安银行

零售业务大幅增长， 战略转型成效显

著。三是金融科技业务：陆金所控股持

续快速增长； 中国人寿三季度超出市

场预期。 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投资收益

大幅增加， 主要来自权益类资产投资

收益的增加； 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类

似。 大类资产配置与权益投资类配置

均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整体看，2017年第三季度中，新

华保险和中国平安的其他综合收益有

所增长， 其中中国平安其他综合收益

较年中增长27%。 中国人寿和中国太

保的其他综合收益额虽有所下降，但

是降幅并不大，仍有利润释放空间。 ”

广发证券指出。

“我们认为投资端的发力主要原

因在于三季度市场环境较好以及利率

上行利好新增国债等优质固收资产。

预计2017年全年上市险企总投资收

益率将维持在5.5%左右水平。 ” 赵湘

怀表示。

海通证券非银金融分析师孙婷

指出，下半年利润上行的主要原因在

于投资收益率显著上升、准备金多提

的规模大幅减少、保险公司剩余边际

稳健释放。 其中剩余边际余额及其释

放规模的逐年增长是保险行业的长

期确定性事件，准备金计提边际减少

是未来2年的确定性趋势， 而去杠杆

和美国加息周期下的高利率能支撑

投资收益率。

监管收紧下牌照严控

上市公司参投险企降温

□本报记者 程竹

近年来，保险对社会资本的吸引

力越来越大，险企成为资本追逐的目

标。 在持续近两年的热潮之后，保险

投融资行为已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保险业门槛再度提高

自2016年底以来，对于保险行业

的监管政策持续收紧，截至目前预估

有超过200家保险公司牌照申请正处

于排队当中， 上市公司申请超过70

家。 而今年年内保监会批复仅10余

家，审核速度及效率较为缓慢。

中航证券分析师赵律认为，对

现行的保险公司股权主要监管政策

来源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

于2014年实施。2017年后，监管层拟

对该办法实施修订， 并两次向全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于今年下半年形

成了《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二

次征求意见稿）》，该文件将成为在

控股股东资质方面影响保险公司近

期发展的主要监管引导思路。该《办

法》 二次征求意见稿整体上仍然持

续收紧。

“一方面， 严监管趋势明显，保

监会提出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表示

对保险公司股权实施分类监管和穿

透式监管；另一方面，保险业门槛再

度提高，控制类股东限制条件增加，

战略类股东净资产要求也有明显增

长。 从股权结构比重到资金来源及

运用，新规均从多角度予以限制。 ”

赵律说。

拟参与公司数量剧减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共

有73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拟参与

投资设立42家保险公司。 截至今年6

月30日，只有14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

称拟参与设立12家保险公司，而去年

同一时期，共有34家上市公司发布公

告， 拟参与投资设立19家保险公司，

表明上市公司对参股或投资保险公司

的热度降温。

“鉴于监管层持续收紧对新筹建

保险公司股东资质、入股资金来源、股

权结构等多方面的审查， 保险牌照的

发放减速明显。与此同时，随着门槛的

不断提高与热度的消退， 新进入者的

速度正在放缓， 退出者数量正在增

加。 ” 中航证券分析师张博文指出。

“2017年较近的例子包括渤海金

控放弃收购华安财险，东吴证券调降对

于东吴人寿股权收购比例等。而在自去

年底以来的强监管修正之后，虽然并无

官方正式发文， 但从今年2月起极低的

过审速度与批复率，实际上表明保险公

司的批筹已开始逐渐趋于停滞。对于保

险牌照的发放呈现出积压待审存量巨

大致使新入场者退出的状态。 ”

业内人士指出，A股保险板块上

市公司除早先通过主营业务类型转换

并入的天茂集团与西水股份之外，均

属行业龙头标的。 在牌照严控新入局

者寥寥、 中小险企监管承压的大环境

下， 结合长端利率走势及投资环境改

善等外部利好， 保险板块四季度仍具

备上行动力。

蓝筹股仍是配置重点

无论是传统保险还是互联网保险，保费的高

增长让市场普遍看好保险股。 天风证券认为，三

季报向好将是保险股在今年四季度走势的最重

要催化剂。 保费同比高增长将提升投资收益和

新业务价值， 看好当前至11月中旬阶段的保险

行情。

对于未来保险资金的配置，今年以来，险企加

大了对大型蓝筹股和高分红股票的配置比例，A股

和港股资产价值显著上升。 固收市场方面，债券市

场表现平稳，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3.6%以上，

保险公司配置了更多的长久期债券与非标资产，

利息收入亦有增加。

一位险企人士表示：“长期来看， 保险公司的

资产管理中还是应当更加重视股票市场。 在一定

时间期限内， 股市表现出来的风险更小、 收益更

高，而债券市场的收益只能被通胀侵蚀。 目前的情

况来看，蓝筹股仍有空间，因此，四季度保险资金

投资的关键是在符合资金期限要求的条件下在股

票市场进行配置。 ”

民生通惠资管公司投资总监李兆军指出，四

季度险资在权益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大， 险资

投资范围不断多元化， 一些能够体现出未来发展

趋势的行业将会受到关注。 同时，一些与险资有交

融的行业将继续受到青睐，如医疗、健康、养老、基

因，以及AI人工智能、机器人、医药等。

业内人士指出， 保险公司投资收益表现良好

主要在于市场行情好转， 而并非公司主动投资策

略的变化。 权益市场，虽然去年以来开启了慢牛行

情， 但是蓝筹股和中小盘股分化的现象则使得大

量配置蓝筹股的保险公司受益良多。 保险公司的

资金受限于监管以及收入期限， 在股票市场上比

较倾向于投资长期的稳健的蓝筹股， 主要是这波

行情走势契合了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策略。

华泰金融分析师认为， 货币政策定调紧平衡

格局，货币政策短期难以转向，预期利率环境相对

维持高位，投资收益仍将保持优势。 进一步推动净

利润增厚。

国信证券分析师王继林认为，现阶段，考虑到

债券价格的下跌， 寿险公司主要受益于蓝筹股的

上涨。 四季度险企短期将受益蓝筹行情，长期将受

益于新配债券资产， 寿险公司目前新配置的高息

债券，将对未来投资收益率提供支撑。

风口竞逐 BAT圈地互联网保险

□本报记者 程竹

互联网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前景及其在估值上的吸引力，使互联网保险牌照成为行业内争抢

的“香饽饽” 。 目前市场上有超过120家保险公司涉足互联网保险业务，但拥有互联网保险牌照

的公司仅有四家：众安在线、泰康在线、安心财险和易安财险。 同时，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各路资

本仍在源源涌入。

喜忧参半的“众安冲击波”

分析人士指出， 我国互联网保险现已进入

爆发期。 2016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2347亿元，较2015年（2234亿元）增长了113亿

元，增幅5%。 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

入的比重已由2012年的0.7%大幅提升至2016

年的7.6%。 大量资本及机构纷纷涉足互联网保

险行业，更有超过100家传统保险公司开设互联

网平台。

作为“金融科技第一股” 的众安在线目前已

在香港上市，其引发的“众安冲击波” 迄今在市场

回荡。 众安保险于9月28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新

股定价59.7元，发行约1.99亿股，其中7200万股由

软银认购， 挂牌之后的最初两日成交股数达1.14

亿股。 10月9日，众安保险股价一度飙升至97.8港

元，收报90.8港元，自上市以来累计上涨52.09%。

11月1日收盘价77.75港元， 最新总市值已升至

1151亿港元。

对于众安保险未来的估值。 海通证券分析师

孙婷指出， 根据10月16日公告， 该公司按照每股

59.70港元进行发行及超额配售，经计算预期融资

后2017年每股净资产为14.256港元。

“不过，现阶段该公司的净利润情况并不容客

观， 虽然众安保险2014年即实现了0.37亿元的利

润，但是这一数字并没有保持增长，反而在今年上

半年公司亏损2.86亿元， 较去年同期亏损增长

25.4%，公司预计今年会产生重大亏损。 ” 平安证

券分析师缴文超称。

自成立以来， 众安保险的综合成本率持续

高于100%，即一直处于承保亏损状态。 而今年

以来由于公司业务扩张，深化与生态系统伙伴

的合作以及专注与手续费及佣金或技术服务

费费率相对较高的保险产品，保险营运开支增

幅明显。 虽然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可以降低

赔付率，但是在发展初期拓展业务、建立合作

和推出新的产品将产生大量开支。 未来公司的

利润情况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孙婷预计，2017

年众安保险业绩将出现重大亏损。 2017年上半

年，公司亏损达2.87亿元，同比扩大25%。 其主

要原因一是提取未到期准备金大幅增长。 二是

保险代理手续费及佣金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三

是综合成本率创新高。 2017年上半年，众安保

险的综合成本率增加至129.3%， 为3年来的最

高水平。

缴文超认为， 众安的保费收入自成立以来保

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但随着行业竞争的不断加

剧， 包括公司的合作伙伴以及股东和竞争对手也

会推出相同类型的产品、 传统保险公司或者互联

网保险公司对业务模式和产品的模仿等， 同时公

司保费大多依赖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的平台进行

销售， 因此对于未来保费收入的增速依然具有不

确定性。

不过，从总保费来看，2016年众安在线总保费

是另外三家之和的3.5倍。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虽受

益于腾讯、阿里、平安三大股东，但未来要逐步降

低对主要股东的业务依赖。

“预计公司2017年总保费将大幅增长， 主要

是由于今年公司健康险、意外险、责任险及退货运

费险总保费的大幅上升， 同时公司在招股说明书

中明确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大健康险等保障型险种

的发展力度。 ” 孙婷指出，预计2017年众安保险的

总保费同比增速将达到88%；2018、2019年保费增

速将有小幅下降，但由于公司处于业务扩张初期，

且采取“薄利多销” 的销售策略，保费仍将在未来

两年保持较高增速。

“同时，资产规模逐年扩大，2017年上半年投

资收益同比改善。 ” 孙婷指出，2017年上半年，众

安保险的投资收益为2.865亿元， 同比扭亏为盈，

主要是受股市上涨的影响。 公司上半年增加了高

股息证券的配置比重， 助推公司实现投资正回

报。 公司主要依赖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投资服务及资产管理。截至2017年3月31日，平

安资管管理着众安保险总投资资产的95.4%。 其

中，固定收益、股票基金、现金及等价物、理财、信

托在投资资产中占比分别为38.2%、23.1%、13%、

14.3%和11.4%。

互联网巨头发力保险中介

业内人士指出，2016年，保险牌照申请门槛开始

提高，监管部门要求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5000

万元，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使得互联网保险经

纪牌照越发紧俏。于是，一些资本为切入互联网保险

业务，将目光投向收购拥有保险中介牌照的公司，成

立保险代理、保险经纪公司。 同时，第三方平台的互

联网场景激发保险需求。 以2016年上半年互联网人

身险保费收入为例， 第三方平台销售的人身险收入

占互联网人身险收入的比例高达96.1%。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已有24张保险中介牌照

获得批复，其中有10家保险代理公司、13家保险经

纪公司以及1家保险公估公司。 于是，保险中介牌

照的获取又一次将互联网保险推向了“头条” 。

日前， 百度金融已经收购黑龙江联保龙江保

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联保龙江保险经纪

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为鹏寰资产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认缴出资额5000万元。

不久前，腾讯持股57.8%的微民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也拿到了保监会的批复。 微民保险代理注册

资本2亿元， 由深圳腾富博投资有限公司100%持

股， 深圳腾富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包括北京驿码

神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腾讯控股100%持股），

持股份额为57.8%；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持股

份额为31.1%；国开博裕二期（上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份额为11.1%。

此外， 阿里巴巴同样在保险中介行业悄然布

局。 阿里巴巴通过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支付宝）拿到了一张中介牌照———杭州

保进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据悉，蚂蚁金服旗下已拥

有两家保险代理公司。 除保进保险代理外，另一家

为上海蚂蚁韵保保险代理，唯一股东是蚂蚁金服。

除BAT聚首保险中介市场外， 还出现了其他

互联网巨头的身影，如北京大树保险经纪。 公开资

料显示，该公司股东为拉卡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系联想集团控股企业。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已有不少平台积极

谋求保险中介牌照， 收购一张全国性保险代理销

售牌照的话，“壳”价格已达2千万元。

长期以来， 中介渠道一直是中国保险市场最

重要的保费来源之一， 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态势。 第三方机构预测，到2018年，整个保险中介

业的新单规模保费将突破15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