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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大户”杀入互金领域 会否重蹈 360 金融覆辙？
也包括 360 贷款导航和 360 信用；
保险业务， 目前的代表产品是 360
保险。 360 金融最早推出的你财富

“流量变现！ ”

平台目前有活期、定期、债权转让、
普惠等板块。

最近， 这四个字成为互金领域的高频
词汇。 无论是不久前实现成功回归 A 股的

易观金融行业分析师田杰认
为，目前，移动端投资理财市场的活

奇虎 360， 还是刚刚登陆纽交所的搜狗，抑

跃用户已经趋于稳定， 没有 PC 端
或者大量线下人群向移动端转移的

或是已成为在线外卖巨头的饿了么， 似乎

红利了， 这个时候布局金融市场难
度较大。
不过，在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

都在酝酿着如何利用互联网金融让自己的
庞大流量变现。

研究员薛洪言看来，从互联网金融

而就互联网金融来说， 上述三者都算

几个业态来看，真正存在宝贵机遇
窗口期的主要是第三方支付，理
财、消费金融等领域并不存在网络

是晚来者，在互联网金融即将走过“野蛮生
长期”的时候方姗姗来迟。 只是不知道，自

效应，用户主要是产品驱动，目前

带大规模流量优势的这三家公司最终能否

也没有形成所谓的寡头，对于巨头

发挥后发优势？

来讲，任何一个时间进入，都不会
太晚。
“其实，从 360 这两年在金融领
东 方 ＩＣ 图

国际金融报记者 ｜ 付碧莲

庞大流量成最大优势
近日，饿了么在自己的 APP 上
悄然上线了一项“小额借款”功能，
然而几天之后又火速下线了。 饿了
么相关人士在回应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称，“只是尝试性的项
目，导流变现，并没有深入提供金
融服务。 ”尽管只是尝试性的，但还
是让大家窥探到了饿了么对于现
金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跃跃欲

无独有偶，11 月 9 日晚间，搜
狗成功登陆纽交所，其 CEO 王小川

家房地产以及上市公司一旦涉足互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对外传达了进
军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野心。 在被问
及搜狗未来的发展规划时， 王小川
透露， 在金融业务方面也有布局的

联网金融领域，往往会采取‘全面开
花’的方式，因为都想要形成一个自
我的金融生态闭环。但是，想要让整
个闭环有效地运转并发展起来，一

想法，入门阶段可为搜狗已拥有的
4 亿用户提供金融借款服务， 往下
会进一步探索小额贷款、 保险等。
“中国接近一半的用户每天在用我

定先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上述管理
公司创始人认为，“一个金融生态闭
环中要做到面面俱强很难， 但一定
要有一两个拳头产品或者说业务，

们的产品， 产品里面积累了大量的
数据，可以对用户进行画像。 这样
的用户规模和对用户深度的理解，
让我们有能力做巨大的延伸， 在信

并以此来带动整个金融生态闭环的
发展。 ”
该人士进而指出：“先发有先发
的优势， 但是后发并不是完全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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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截至 2017 年 6 月，饿了么
在线外卖平台覆盖全国 2000 个城

息处理中，我们可以尝试更多的方
向。 ”王小川说。
“无论是饿了么、搜狗，还是奇
虎 360， 这些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
在于巨大的流量。 而无论是 P2P、现

市，加盟餐厅 130 万家，用户量达
2.6 亿。今年 8 月 24 日，饿了么正式

金贷，还是第三方支付，开展这些业
务的第一步就是获客。 ” 一位财富

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明白为何互联
网企业都做金融，还是想守住安全

宣布收购百度外卖。 10 月，饿了么
正式接入支付宝与口碑的外卖服务

管理公司创始人对《国际金融报》记
者指出， 蚂蚁金服以及京东金融当

领域产品这块阵地，不打算涉足互
联网金融。 而彼时，各大互联网巨

线上运营。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支
付宝 AＰＰ 首页应用中的 “外卖”切

初起步的基础也是来自淘宝、 天猫
和京东商城所累积的巨大流量。 因

头早已在布局互联网金融业务，腾
讯推出财付通已有八年之久；阿里

换为“饿了么外卖”，饿了么成为支
付宝原生首页界面 11 个默认应用
之一。 在收购百度外卖、 接入支付
宝后， 饿了么的用户量势必会出现

此， 这些公司想要把业务延伸至互
联网金融领域并不难理解。
上述创始人称，眼看着火爆的
发展态势，如今但凡手头握有些资

在支付宝上线十年后宣布筹备蚂
蚁金服；京东也已经收购第三方支
付公司网银在线一年有余。

爆发式增长。

本的， 都想往互联网金融领域里

试。
公开信息显示， 饿了么创立于

域的布局来看， 还是走大而全的方
式。的确，如今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涉
及各种形态， 一些大的公司包括几

扎。
奇虎 360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的布局要稍早于饿了么和搜狗。 在
2013 年，奇虎 360 董事长周鸿祎曾

而两年后， 周鸿祎也禁不住互
联网金融市场的诱惑， 奇虎 360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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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布局金融，360 金融在 2015 年 7
月首度亮相。

科技创新能力是关键
只是，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360 金融的发展态势似乎并不如市
场预期，不少人叹息：360 错过了互
联网金融发展的风口。 而如今同样
自带巨大流量的饿了么以及搜狗也
想要杀入互联网金融领域， 他们又
是否会重蹈覆辙？
记者梳理了解到，360 方面通
过天津奇信富控科技有限公司共在
互联网金融领域成立 36 家子公司，

但与如今越来越多的互金平台动辄
盈利几个亿的情况相比，360 方面
在互金领域的经营业绩显得有些惨
淡。
据统计，36 家公司中， 只有两
家公司在 2017 年上半年盈利，净利
润分别为 11.7 万元和 3.7 万元；而
亏损最多的是运营 360 借条的公
司，2017 年上半年亏损了 4635 万
元。
360 金融官网资料显示，目前，
360 金融提供的业务主要有三大类
型，理财业务，包括你财富、私银家、
360 淘金和 360 股票；贷款服务，以
小额贷款产品 360 借条为主， 同时

去优势。 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这样
一个监管政策、 监管环境还处于逐
步明朗阶段的行业， 后来者至少在
符合监管要求方面可以做到一步到
位， 而省去很多公司都已经付出过
的违规成本。 ”
然而，如今无论是饿了么，还是
搜狗或者奇虎 360， 能让大家看到
的优势似乎基本就只有庞大的流量
这一点。 “对于后来者，其实最怕的
是最终只能沦为其他机构的导流平
台。”上述人士认为，“未来互联金融
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创
新能力， 所以如果能在金融科技上
掌握先机， 那么就自然会有后发超
前发的机会。 ”

中宏保险深耕 21 载再迎新发展
｜ 张颖

9 月 3 日，在 NBA 球星、总决赛最有价
值球员保罗·皮尔斯的见证下，第二届 NBA
五人制精英篮球赛（以下简称“NBA 5v5”）
全国总冠军荣耀诞生。 2 个月前，当 NBA 中
国与中宏保险签订 3 年合约、 中宏保险成
为其官方寿险合作伙伴时， 谁都没成想才
举办了 2 届的 NBA 5v5 会成为 2017 年夏
天最受欢迎的草根赛事。
中宏保险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凯最初
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作为健康生活理念
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宏保险和 NBA
中国高度一致。 凭借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
势和共同秉持的理念，强强联手，在中国
推行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变得事半功
倍。 ”
如果说，与 NBA 中国的合作是中宏保
险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履行社会责任的华
彩，那么，这家以稳健发展、价值成长著称
的国内首家合资寿险公司始终在用心经营
着两件事：健康管理和财富管理。 2017 年，
中宏保险步入第 21 个年头，插上了金融科
技和多元渠道发展的一双“翅膀”，老牌合
资寿险正焕发出年轻的光彩。

MOVE 计划， 创新保险理
念倡导健康生活
2016 年， 当中宏保险将创新保险理念
的 MOVE 计划引入中国市场， 健康管理还
停留在很多中资保险公司的战略规划书
上。 当时，首次访华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在 MOVE 计划启动仪式上发出邀
请：“请和中宏保险一起 MOVE。 ”
MOVE 计划的推出， 其实是中宏保险
运用科技创新，重新定义“以客户为先”的

家族办公室，勾勒全方位财
富管理版图

重要举措， 旨在鼓励消费者投入健康积极
的生活方式， 通过完成运动目标享受免费
保险保障。
据了解， 中国消费者在成为 MOVE 会
员后，即可免费获得配套的智能运动手环。
不限场合和运动形式， 消费者只需随心而
动，随时了解自己的运动情况，并在达成规
定的运动目标后，即有机会获得最高 20 万
元保额的保险。
张凯强调：“中宏保险一直秉承以客户
为先的理念。 目前，全民健身的热潮势不可
挡，消费者追求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正是响应这一需求， 鼓励客户和中宏
一起‘动起来’，同时获得更多保障。 日积月
累， 受益终生。 这就是 MOVE 计划的重
点。 ”
近年来，“以客户为先” 成为不少寿险
公司重要战略之一， 而中宏保险通过
MOVE 计划等项目，将这一战略定位为“所
有工作的中心”。
“真正做到‘客户为先’，关键在于客户
体验的设计和优化。 ”在张凯看来，“我们的
策略是在每一个客户接触点推陈出新，评
估效果后不断优化。 只有专注于客户价值、
聆听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偏好，并为客
户提供卓越的体验， 才能真正落实以客为
中心的战略， 形成有差异化和竞争力的客
户价值主张。 当客户的购买决定从基于理
性的选择，到更深刻和更持久的情感联结，
品牌价值得到了重新定义， 公司的策略化
转型才得以真正实现。 ”

MOVE 计划增加了客户黏性， 而为高
净值人群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则是中宏保
险的战略重点。 日前，中宏保险启动了“宏
运世家”家族办公室，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全
方位的财富管理， 并涵盖多元化专家团队
提供的法律、 税务咨询服务， 以及海外医
疗、留学等全球化增值服务。
“宏运世家取意于‘家族宏运、世代相
传’，代表着财富的继承、家业的接替、精神
的延续。 宏运世家的理念是‘财富有，家永
久，享自由’，这九个字也诠释了中宏保险

财富管理机制、实现代际家族传承的目标。
另一方面， 依托中外母公司的经验和
资源， 中宏保险成为首家获得基金销售资
格的合资保险公司，目前，公司已经在销售
宏利在华合资基金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的产
品； 中宏保险还与中化集团旗下外贸信托
展开合作，提供保险金信托产品和服务。
依托“宏运世家”家族办公室，中宏保
险首次面向高净值人群推出了融合保险与
家族信托两大传承利器的保险金信托产
品。 保险金信托既具备保险产品的保障和
理财功能， 又拥有家族信托的财富传承和
管理优势， 是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和传承
规划的重要手段。
“随着中国财富管理市场逐步走向大
资管时代，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谋求为高

的尝试之一。
“在过去，保险公司与客户的关系是一
种低频次的‘弱连接’，几乎只在投保与理
赔环节发生互动；而现在，得益于互联网和
科技技术的发展， 我们与客户的关系越来
越紧密。 ”张凯说，“对中宏保险乃至整个保
险行业来说，产品的场景化和碎片化、技术
平台和产品创新的迭代性以及对大数据的
应用是创新的动力和要素。 ”
在张凯看来， 从成立之初中宏保险的
发展就一直在探索中拓展、在拓展中前行。
在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 中宏保险更
需如此。
“目前，数字化创新已经嵌入中宏保险
发展战略的每个部分。 ”张凯介绍，品牌宣
传方面，数字化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从客户

的高端财富管理所蕴含的理念。 ” 张凯透
露。

净值人群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业务，保
险走向全面财富管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

体验的角度来看， 客户从第一次接触中宏
保险开始， 就可以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购

一直以精英代理人团队和专业的保险
产品及服务见长， 中宏保险为何突然向全
方位的财富管理战略转型？
张凯给出的答案是： 市场需求和战略
优势的双重驱动。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中
国高净值人群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
长。 随着财富的积累，原本简单和初级的财
富管理诉求变得日趋复杂。 资产的保全和
传承、全球资产配置，家庭和企业的税务规

张凯分析，“保险产品所具备的保险保障功

买，并在线查询保单信息，出险后的理赔也

能， 保险金信托所能实现的保障与财富传
承双重特性， 这些都是保险公司相较其他

可以在微信上完成；对于营销员来说，目前
92%的营销员已实现 IPad 展业， 客户能够

财富管理机构所具备的差异化优势。 ”

得到及时的承保反馈。
与此同时， 中宏保险也在不断探索线
上线下结合的创新模式。 在数字化平台上
更多地提供碎片化、场景化的保险产品，与
客户实现第一次接触后， 以数据分析为基
础，有针对性地进行客户画像，通过二次开
发，完成线上到线下的转化，使客户成为传

划，成为高净值人群普遍考虑的重要命题。
面对高净值人群日趋多元化和全球化
的金融需求，中宏保险全新推出的“宏运世
家”将通过家族办公室的模式，成为高净值
人群的财富管家，通过保险保障、投资和资
产传承等全面和专业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以帮助高净值人群达成保障财富安全、建立

金融科技，助力线上线下创
新模式
无论是健康管理还是财富管理， 金融
科技无处不在。 张凯认为：“金融科技正在
推动传统保险行业重塑业务模式， 全面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 未来，我们将全面拥抱金
融科技，为业务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
以 MOVE 计划为例， 通过可穿戴设备
将保险理念融入健康管理， 正是中宏保险
利用新技术提升客户体验、 探索跨界创新

统意义上的寿险客户， 为客户提供保险保
障和全面的财务规划。
全面“触电”让中宏保险实现运营效率
与客服体验的提升。 在这些改变带来新活
力的同时，张凯强调，“保险姓保”是中宏保
险发展的基石， 价值增长是中宏保险发展
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