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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兴技术对健康险行业的变革”为
主题的国际健康保险协会双年总裁论坛，近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来自全球20多个国
家的大型健康险公司总裁、董事会成员、高
层管理者，医疗健康政策领域专家、医疗科
技和生物制药公司负责人、生物医学及临床
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论坛。

在此次论坛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
总裁宋福兴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了以中国人
保健康为代表的中国健康险企业通过实施数
字化战略，积极探索基于“互联网+”的中
国健康险发展模式变革，为健康险行业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健康险处于黄金发展期

宋福兴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健康保险市
场的发展环境和市场概况。他指出，中国健
康保险正面临着历史性发展机遇，处于黄金
发展期。中国政府将人民健康事业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
略，高度重视健康保险在控制医疗费用上
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出台了税收优惠等多项
政策，支持健康保险加快发展。

近年来，中国民众对医疗保险制度之外
的医疗保障需求不断提升，推动健康险市场
快速成长。来自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2012
年至2016年健康险原保费收入复合增长率超
过36%，“保险姓保”的监管导向引领健康险
市场转型。

宋福兴说，过去 5 年，中国健康保险市
场平均增速达到 38%。2017 年，商业健康保

险保费收入 （4389亿元） 占中国保险业总保
费 （36581亿元） 的12%；商业健康保险赔付
支出 （1295 亿元） 占中国卫生总费用 （5.16
万亿元） 的2.5%。

构建医疗健康大数据

宋福兴说，中国正经历着以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作为中国最大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
中国人保健康勇于变革创新，在基于“互联
网+”的中国健康险发展模式创新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据介绍，中国人保健康通过构建健康医
疗大数据，精准描摹客户的“健康画像”，引
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推进产品
服务创新。为解决中国医疗保障不足的痛
点，与支付宝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款互联网
长期医疗险产品，具有保费低、保障高、6
年内共享免赔额等特点，受到了市场欢迎；
针对互联网消费场景化、高频化的特征，打
造了新一代互联网保险业务系统，快速响应
客户需求，出单能力可达到每秒1000单；通
过应用影像与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开
展在线咨询，实现 3 天内快速给付和理赔，
为客户带来了方便快捷的服务体验。

搭建健康管理生态系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通过线上
健康服务实现医疗、健康管理与保险服务的
对接。宋福兴说，中国人保健康通过“建平
台、搭生态圈”，构建了中国最大的健康管理

生态系统，连接了 5000 多家医院、7 万多名
医生、800 多体检机构、500 多家齿科诊所、
10 万多家药店，通过线上服务平台 PICC
APP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家庭医生
式服务。

宋福兴说，中国人保健康实现了根据客
户需求精准匹配医疗资源，在中国 500 多个
城市的 5000 多家医院实现实时挂号，承诺 7
天内约见指定的医学专家，在 260 多个城市
实现上门护理；与国内外顶级医学专家合
作，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服务；为客户
提供全科医生的分诊服务，推进与医院信息
系统的实时对接和互联互通，为客户提供挂

号、缴费等一站式服务；通过后台数据共
享，实现对客户就医过程的智能监控，降低
不合理医疗费用；为客户建立电子健康档
案，提供定制化的健康风险解决方案，运用
互联网技术进行慢病管理和术后康复护理等。

中国健康险市场潜力巨大

国际健康保险协会是一家有45年历史的
跨国健康保险组织，会员分布在全球20多个
国家，包括近 80 家健康保险公司及相关机
构，为全球 2 亿人提供与健康产业相关的各
项服务。为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借鉴

国外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科技创
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提升公司
专业化经营水平，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于
今年 1 月申请加入国际健康保险协会，成为
该协会的第一个中国会员。

对于中国健康保险企业探索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健康保
险的发展模式变革，各国与会者给予高度
评价。来自美国、英国、瑞士、葡萄牙等
国的会议代表均表示中国健康险市场发展
潜力巨大，希望通过与中国人保健康的深
度合作，以新兴技术和国际经验服务中国
健康险市场。

“互联网+”催生行业变革

健康险“中国方案”受关注
本报记者 刘 峣

当前，国人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健康
风险意识以及商业健康风险保障的认知
有所增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去年 9
月发布的 《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研究报
告》 显示，调查对象中商业健康保险购
买率为 26.2%，未来一年内购买意愿为
41.3%，未来这一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至 55.9%。这意味着民众对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之外的医疗保障需求仍在不断提
升。

在民众需求提升的同时，中国商业
健康保险的发展还有不小的空间。数据
显示，去年我国健康险市场的渗透率仅
为 9.1%，尽管保险的增长速度很快，但
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面对客观的
前景，健康保险需要政府、企业到个人
各层面的支持和推动，从顶层设计、医
疗数据平台等层面，加大对商业健康保
险的扶持。

事实上，在“健康中国”大背景下，商

业健康保险作为社会基本保障三支柱的
重要组成与有力补充，在推动医疗体制改
革等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中
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保险巨头，
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医疗产业，扩大业务范
围，提升市场竞争力。

未来，保险业应继续发挥商业健康
保险支付作用，推动商业健康保险供给
侧变革。积极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为
消费者提供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务。

促进健康险健康发展
立 风

7月8日上午，“碧桂园”2018呼和浩特马拉
松暨“健康中国”马拉松系列赛在内蒙古国际
会展中心鸣枪开跑，1.3万名跑友共同“青城纵
马”。最终，男子组全程冠军头衔被中国选手李
春晖获得，成绩为 2 小时 22 分 22 秒。女子组
中，中国选手何引丽以 2 小时 40 分 02 秒的成绩
拔得头筹。

2018 呼和浩特马拉松 （简称“呼马”） 由
中国田径协会、人民网、内蒙古自治区体育
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
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呼和浩特市体育局、人民

体育、人民网内蒙古频道承办，盈方体育文化
传媒 （北京） 有限公司运营。这也是呼和浩特
市与人民网上月签署战略合作后开展的首个深
度合作项目。

本次赛事以“青城纵马”为主题，全面展
现呼和浩特的城市魅力和民族特色。赛事设全
程组、10 公里组和迷你组，起点设在呼和浩特
市国际会展中心南侧路大学东街，由西向东环
绕城区，穿越新城区与滨河路，途经内蒙古博
物馆、呼和浩特市政府、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滨河景观路等呼和浩特的重点景观。全程马拉

松和 10 公里马拉松终点均设在国际会展中心南
侧路大学东街，4公里迷你马拉松终点设在国际
会展中心南。

2018 呼和浩特马拉松也是 2018“健康中
国”马拉松系列赛的第11站。“健康中国”马拉
松系列赛由中国田径协会和人民网联手打造。
系列赛始终秉承“发展人民体育共筑健康中
国”的理念，肩扛全民健身大旗，力求打造出
真正服务于百姓、最大化展现城市风采、体现
马拉松品牌价值的优质跑步赛事。2018 年，系
列赛预计将举办20站。

蓝黄色的排球在空中飞跃，呐喊
声、球鞋与地板的摩擦声声声入耳——
这几个周末，第四届北京市业余排球
联赛正在激烈上演。

作为一名普通的“球迷”来看这
次业余排球比赛，“大开眼界”应该是
最贴切的形容词。

第一个让人吃惊的是参赛队伍的
庞大：今年的比赛共有64支队伍、855
人参赛，排球爱好者的数量与热情着
实令人感动。无论是在赛场还是练习
场地，参赛者的拦网、扣杀都十分吸
引眼球。

其次，各行各业的参赛者也让人
叹为观止。在校大学生、媒体工作
者、法官、教师、科研工作者、外交
官、留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到了
球场上都一视同仁、各显神通，“准排
球选手”的风范十足。最能“打开新
世界大门”的是气排球比赛，在这
里，很多头发花白的老人依然健步如
飞。只要有一颗想打排球的心，赛场
的大门便永远向你敞开。

在赛场上，随处可以感受到排球
爱好者的满腔热血。没想到，排球运
动在北京发展得这么火热。

其实，排球在香港也时常引发风
潮。2009年香港首次举办东亚运动会，
排球比赛一票难求。当时手执入场券
的激动心情，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此外，这些年排球健儿也时常访
港，受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2016
年里约奥运会后，中国女排队员来到
香港，见面会场摩肩接踵。小朋友的
兴致尤其高，矮矮的身影追逐着挺拔

的女排队员，把朱婷围了个水泄不
通。几个月前，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
的比赛也受到香港市民热烈的支持，
掀起一股新的排球热。

其实，港人用不同的方式寄托对
排球运动的热爱，既显示出对中国排
球的钟爱之情，更蕴含着热爱祖国的
朴素情感。

爱排球很简单，打排球难不难？
看上去不难，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
简单。要想将排球运动推而广之，在
学校开展和普及很重要。不过，在
三大球中，相对于足球、篮球，排球
算是热度最低的。

在香港，中小学大都设有排球训
练课程，但在北京的中小学体育课程
规划中，却并没有排球的身影。要想
让排球进校园，还要靠排球人多想办
法、多贡献力量。

场地的供求是另一个问题所在。
很多参赛者表示，北京的排球场地并
不多，大家在周末一起训练，场地要
不就是被提前预订了，要不就是场租
昂贵。香港也是如此，虽然管理部门
提供场地给市民使用，但僧多粥少，
资源始终比较紧张，想要预约场地也
不容易。多建几块排球场，是排球爱
好者的共同心声。

虽然有困难，但热爱排球的热情没
有什么能阻挡。日本动漫《排球少年》里
的主角日向翔阳说过：“我的确不高，但
是我有弹跳力！”相信随着排球的普及，
高高跳起的不仅是排球运动员，更有排
球这项运动。

（作者为本报香港实习生）

排球的“弹跳力”
李惠仪 易燕丹

首届呼和浩特马拉松举行

万名跑友万名跑友““青城纵马青城纵马””
富丽娟 罗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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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香港小球迷与中国女排球员朱婷一名香港小球迷与中国女排球员朱婷 （（右右）、）、
颜妮颜妮 （（中中）） 合影合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卢炳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