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四届中国保险产业国际峰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四届中国保险产业国际峰会将于2016年09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主办，上海士研咨询承办的“2016第四届中国保险产业国际峰会2016第四届中国保险产业国际峰会”将于2016年9月在上海
举行 。本次峰会将以“实践新发展理念，筑建国际保险中心”为主题，就保险行业最新政策解析、市场发展，健康
险、养老险、车险、巨灾险、航运险以及互联网保险等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保险资产投资与风险管理，保险信
息技术的应用，渠道整合拓展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十二五”时期，保险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国保费收入从2010年的1.3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4万亿元，年
均增长达13.4%；总资产从2010年的5 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2万亿元，成功实现翻番；行业利润从2010年的837
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824亿元，增加了2.4倍。我国保险市场规模先后赶超德国、法国、英国，全球排名由第6位升
至第3位，对国际保险市场增长的贡献度达26%，居全球首位。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任务很严峻，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互
相纠缠，外部和内部不稳定因素叠加演化，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年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提高保险供给质量，以深化改革为手段培育供给新动能，以风险防范
为保障夯实供侧改革基础，抓好各项重点难点和日常监管改革发展任务。

时间时间：2016年9月23-24日

地址地址：中国·上海

主办方主办方：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

承办方承办方：上海士研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热点话题热点话题

·围绕供给侧改革，提升保险供给质量
·保险行业改革与创新实践
·完善保险交易市场，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放眼全产业，实现保险金融多元化融合
·持续发展养老保险，提升大病保险服务水平
·“大健康”在保险行业的战略布局与实践

·航运保险在中国探索与发展

·互联网保险挺进，机遇和挑战并存
·车险费改实施下的产品市场化竞争战略
·从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到巨灾保险制度的落地
·大资管时代下的产业升级
·积极推动资产管理产品创新
·信息技术推动保险平台升级
·“互联网+”时代产品与服务的创新

本次会议将聚集来自政府协会等行业监管机构、国内外知名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中介、资产管理公司、银
行、基金、媒体信息服务公司、咨询公司、律所、信托公司、信息技术服务商等业内高层领导，一同打造业内首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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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的国际化交流平台。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偕会议组委会，诚挚邀请您拨冗莅临，共襄盛举。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9月22日 星期四9月22日 星期四

议程一：保险行业最新态势剖析议程一：保险行业最新态势剖析

09：00 开幕致辞
徐文虎，所长,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
Michael Morrissey, 主席国际保险学会（IIS）
河合美宏，秘书长，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
法比安·萨默洛克,副秘书长,日内瓦保险协会
09：15 围绕供给侧改革，提升保险供给质量09：15 围绕供给侧改革，提升保险供给质量
“十三五规划”中的保险行业解读
我国保险业态面临的改革挑战
以风险防范为保障夯实供给侧改革
朱进元，会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09：40 保险行业改革与创新在上海的实践09：40 保险行业改革与创新在上海的实践
十二五发展回顾
金融保险业“营改增”推广现状
建设上海国际保险中心战略规划
裴光，局长,中国保监会上海监管局
10：05 当今经济环境下的保险全球资产配置10：05 当今经济环境下的保险全球资产配置
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低利率下的资产全球配置战略
保险另类投资的发展与机遇

10：30 茶歇10：30 茶歇
10：50 完善保险交易市场，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10：50 完善保险交易市场，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
功能与定位
产品开发与设计
未来发展前景
上海保险交易所
11：15 放眼全产业，实现保险金融多元化融合11：15 放眼全产业，实现保险金融多元化融合
互联网与金融业加速融合，新机遇涌现
金融保险运作平台的发展
全产业金融与保险的融合创新
复星金融集团

11：40 高层对话：如何全方位提升保险体系，实现进一步的健康发展11：40 高层对话：如何全方位提升保险体系，实现进一步的健康发展
主持人:徐文虎，所长,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
对话嘉宾
华泰保险集团
富德生命人寿
安联保险集团
美亚财险
12：20 午宴

 

议程二：保险市场化改革与创新议程二：保险市场化改革与创新

14：00 持续发展养老保险，提升大病保险服务水平14：00 持续发展养老保险，提升大病保险服务水平
中国养老保险发展态势
养老商业保险的相关政策优惠
创新养老保障产品服务
杜永茂， 董事长兼CEO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4：25 以客户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和满意度IBM14：25 以客户为中心，提高生产力和满意度IBM
14：50 “大健康”在保险行业的战略布局与实践14：50 “大健康”在保险行业的战略布局与实践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新布局
健康险政策预期
产品创新与服务延伸
于晓东，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15 航运保险在中国探索与发展15：15 航运保险在中国探索与发展
航运保险面临的挑战
发展机遇剖析
十三五发展展望
上海航运保险协会
15：40 茶歇15：40 茶歇
16：00 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健康发展保险产业16：00 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健康发展保险产业
保险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增强保险产业服务社会能力
健康发展中国保险产业
林岱仁，副总裁、执行董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6：25 互联网保险挺进，机遇和挑战并存16：25 互联网保险挺进，机遇和挑战并存
互联网保险发展进程
产品与模式的创新
陈劲，CEO
众安保险
16：50 车险费改实施下的产品市场化竞争战略16：50 车险费改实施下的产品市场化竞争战略
车险费改现状分析
市场竞争激烈化，如何提升自身竞争优势
产品服务创新，提供差异化服务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15 从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到巨灾保险制度的落地17：15 从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到巨灾保险制度的落地
巨灾风险分析
首个境外发行的巨灾债券历程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7：40 第一天会议结束17：40 第一天会议结束

 

9月23日 星期五9月23日 星期五

会场一：保险资产管理论坛会场一：保险资产管理论坛

议题一 大资管时代下的产业升级议题一 大资管时代下的产业升级

09：00 资产管理新政下的大资产管理格局升级09：00 资产管理新政下的大资产管理格局升级
保险资产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险资暂行管理办法”修改现状及未来影响
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投资机遇
曹德云，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09：25 全球保险资管发展趋势及最新动态09：25 全球保险资管发展趋势及最新动态
全球保险资管最新动态
中国保险资管发展及展望
经验吸取与案例分析

09：50 关注“十三五”规划下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打造保险资产09：50 关注“十三五”规划下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打造保险资产
行业核心竞争力
“十三五”规划下的体系改革



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对保险资产行业的影响
保险资产管理核心竞争力
于业明，总经理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15 茶歇10：15 茶歇
10：35 保险资产管理的3.0 时代加速挺进10：35 保险资产管理的3.0 时代加速挺进
保险资产投资风向
保险资产配置偏好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11：00 加强主动型资产负债管理， 夯实寿险企业核心竞争力11：00 加强主动型资产负债管理， 夯实寿险企业核心竞争力
主动型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性
交银康联的主动管理实践
加强寿险企业核心竞争力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1：25 小组讨论： “资产荒”形势下的投资风向和资产配置11：25 小组讨论： “资产荒”形势下的投资风向和资产配置
现阶段面临的保险资产投资形势
如何选择投资方向和资产配置
中国保险资金的海外投资机遇
泰康人寿
赵鹰，副总裁兼资产管理总监，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

12：05 午宴12：05 午宴

 

议题二 积极推动资产管理产品创新议题二 积极推动资产管理产品创新

14：00 从全球投资视角看中国保险资产管理14：00 从全球投资视角看中国保险资产管理
国际保险投资发展态势
重点投资市场分析

中国保险业新型投资机会

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

14：30 全球养老基金资产波动，养老基金投资策略分析14：30 全球养老基金资产波动，养老基金投资策略分析
全球养老基金资产现状
大型养老基金的多元化投资
养老基金投资策略趋势
Willis Towers Watson

15：00 保险另类投资及未来发展15：00 保险另类投资及未来发展
投资性不动产和基础设施股权计划
股权投资的创新与实践
利率下行对于保险资管的影响及对策
陈东升，董事长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30 茶歇15：30 茶歇
16：00 加强保险资产风险控制，确保持续稳定的收益16：00 加强保险资产风险控制，确保持续稳定的收益
Michael Gordon，全球保险行业总监
美国纽约银行梅隆公司（BNY Mellon）

16：30 保险机构资管产品分析以及与金融机构合作模式的探索16：30 保险机构资管产品分析以及与金融机构合作模式的探索
保险资管产品种类分析
金融机构与保险机构的合作模式
未来发展探索与展望
盛今，投资金融管理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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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17：00 保险资金创新风险管理及17：00 保险资金创新风险管理及境外投资境外投资模式与选择模式与选择
保险资金创新运用模式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研究
风险管理与投资模式的提升与选择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7：30 论坛结束17：30 论坛结束

 

9月23日 星期五9月23日 星期五

会场二：保险会场二：保险科技科技创新论坛创新论坛

议程一：网络技术推动保险平台升级0900 信息数据技术在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及展望议程一：网络技术推动保险平台升级0900 信息数据技术在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及展望
信息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新型保险产业与信息技术的结合
未来的前景与挑战
王哲，副总裁
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9：25 合理利用保险09：25 合理利用保险大数据大数据，促进保险产业升级，促进保险产业升级
大数据时代下的保险产业
保险大数据的搜集与整合
健康发展大数据业务，促进保险业升级
马波勇，信息安全与内控事业部总经理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0950 互联网保险平台的建立与创新
互联网时代的传统保险产业发展
互联网保险产品的机遇和挑战
利用数据和平台实现产品和管理升级
泰康在线
10：05 茶歇10：05 茶歇
10：30 数据技术助力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保险行业案例分析10：30 数据技术助力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保险行业案例分析
数据分析在保险行业的意义
数字化与数据管理
数据技术的未来发展展望1055 金融大航海时代的保险创新
用户的行为洞察和用户的运营沟通
保险云时代的发展进程
互联网技术与保险的合作共赢
徐敏，阿里金融云事业部总经理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11：20 小组讨论：网络技术如何深度结合保险产业，提供更好的产品11：20 小组讨论：网络技术如何深度结合保险产业，提供更好的产品
和服务
产品创新-如UBI 车险产品
渠道创新-互联网渠道、移动端的优化和创新
服务创新-如何优化理赔系统，提升客户忠诚度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2：00 午宴12：00 午宴

 

议程二：“互联网+”时代产品与服务的创新1400 传统保险产品的互联网化进程议程二：“互联网+”时代产品与服务的创新1400 传统保险产品的互联网化进程
互联网保险的发展现状
传统保险产品的互联网化
未来保险发展的趋势和挑战
钟诚,总裁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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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紧跟数字14：30 紧跟数字营销营销步伐，提高客户忠诚度步伐，提高客户忠诚度
保险行业数字营销分析
用户行为解决方案
发言人待定
15：00 区块链在保险行业的应用展望15：00 区块链在保险行业的应用展望
分布式技术对保险业的意义
如何解决保险安全问题
风险管理与风险监督
Alexander Steinart, CEO
SafeShare Global

15：30 茶歇15：30 茶歇
16：00 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的发展与合作共赢16：00 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的发展与合作共赢
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发展
与保险企业的合作共赢
未来发展模式的展望
张雱，执行董事
京东金融
16：30 多渠道整合，开创新型服务模式16：30 多渠道整合，开创新型服务模式
开创发展多元的综合服务
保险渠道的创新整合
未来保险的数字化服务展望及挑战
毛进亮，总经理助理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700 利用网络平台技术，促进保险业创新提升
保险公司的流程自动化
保险大数据生态体系的建立
案例分析-端对端解决方案
17：30 论坛结束17：30 论坛结束

 

注意： 本日程仅为本次会议最终日程的草案，其中的议题、发言人职务和所属机构将会根据需要进行阶段性的变
更。
最终解释权属于本次会议的主办机构。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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