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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次出席國際會議，主要是105年1月23日出席與大陸中國保險學

會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典禮，以及105年1月24日參加大陸中國保險

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 

105年1月23日，中國保險學會與17家合作單位簽訂戰略合作備忘

錄，並倡議發起中國保險創新智庫聯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

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周延禮在講話中指出，為了推動保險業創新

發展，使之更好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

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建設，中國保險學會倡議發起中國保險創新智

庫聯盟，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周延禮提出，中國保險學會應與戰略合作夥伴一道，充分發揮

創新智庫的重要作用：一是要做到中外互鑒，既要借鑒保險發達市

場的先進經驗、做法，也要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二是橫向

聯合，要跳出保險研究保險，跨部門、跨行業組織調動「政產學

研」各領域的科研資源，開展聯合研究，形成多方聯動的良好局

面。三是成果共用，要緊盯國家重大戰略，圍繞民生需求，關注保

險業改革發展實踐中的重大和現實問題，拿出原創性的研究成果；

並建立有效的成果轉化和成果共用機制，使得創新性成果得到廣泛

應用，開花結果。 

  105年1月24日，中國保險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在北京舉行，會

議主題為「落實五大理念 創新驅動發展」。中國有關部門、保監會

系統及省市金融辦（局）的負責人員，各研究單位的專家，各會員

單位及相關機構主要負責人和專家學者等500餘位代表參加了會議。 

 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出席會議，並與參加中國保險創新智庫聯

http://find.sina.com.tw/news/%E4%BF%9D%E9%9A%AA
http://find.sina.com.tw/news/%E6%9C%8D%E5%8B%99
http://find.sina.com.tw/news/%E8%88%9E%E5%8F%B0
http://find.sina.com.tw/news/%E9%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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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倡議儀式的嘉賓合影。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副主席周延禮高

度肯定中國保險學會工作，指出中國保險學會是保險業高端智庫，

承擔著諮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等重要功能，近

年來緊緊圍繞國家和行業發展大局，緊扣保險業高端智庫建設要

求，扎實開展保險基礎理論研究，積極拓展交流合作平臺，各項工

作取得明顯成效。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中國保險學會組織開展了

「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戰略研究」、「商業養老保險的頂層設計與

發展戰略」等多項保險業十三五規劃重點課題研究，保險史志編修

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與國內外重要科研機構合作推動建立風險管

理與保險實驗室，與北京市石景山區政府共同推動籌建風險管理與

保險博物館，開展了「首屆全國大學生保險新產品創意大賽」及一

系列學術研討活動，出版了中國風險管理報告、保險史話等一批書

籍，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服務行業發展的能力和社會影響力

進一步提升。 

 

貳、會議目的、過程及摘要 

一、 會議目的 

本次會議之目的乃在於，與大陸中國保險學會簽訂戰略合作備

忘錄以及出席大陸中國保險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促進兩岸保險事

業之健全發展，保障保單持有人之權益。 

 

二、會議過程及摘要 

二天之會議，主要分為105年1月23日出席與大陸中國保險學會

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典禮，以及105年1月24日參加大陸中國保險學

會2016年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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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與大陸中國保險學會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典禮 

105年1月23日，大陸中國保險學會與17家合作單位簽訂戰

略合作備忘錄，並倡議發起中國保險創新智庫聯盟。大陸中國

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周延禮指出，為了

推動保險業創新發展，使之更好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

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建設，中國保險學會

倡議發起中國保險創新智庫聯盟，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另提

出，中國保險學會應與戰略合作夥伴一道，充分發揮創新智庫

的重要作用：一是要做到中外互鑒，既要借鑒保險發達市場的

先進經驗、做法，也要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二是橫向

聯合，要跳出保險研究保險，跨部門、跨行業組織調動「政產

學研」各領域的科研資源，開展聯合研究，形成多方聯動的良

好局面。三是成果共用，要緊盯國家重大戰略，圍繞民生需

求，關注保險業改革發展實踐中的重大和現實問題，拿出原創

性的研究成果；並建立有效的成果轉化和成果共用機制，使得

創新性成果得到廣泛應用，開花結果。 

中國保險學會會長姚慶海表示，希望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各

領域高端智庫和創新機構加入中國保險創新智庫聯盟，共襄盛

舉，共創偉業。 

 

（二）中國保險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 

中國保險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

「落實五大理念 創新驅動發展」。 

於2016年1 月24日(星期日) 上午09:00在北京友誼賓館友

誼宮二層聚英廳，由中國保險學會會長姚慶海先生主持會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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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並觀看年會宣傳片，隨後由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致詞。 

接著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出席會議並以「供給

面改革與結構調整」為題做主旨演講。厲以寧指出，經濟的調

節是三種調節，第一種調節是市場調節，市場是無形的手進行

調節；第二種調節是政府調節，政府是有形的手，通過法律法

規政策進行調節，另外還要靠道德力量調節。對保險業來說，

既要看到社會人的假設，也要加強道德力量調節的作用。 

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李揚演講，以「去槓桿要準備打持久戰」為題演講。中國社會

保障學會會長、保險學會副會長鄭功成就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

的發展問題發表演講。國際保險學會主席邁克爾.莫里西、日內

瓦協會副秘書長法比安.薩默洛克以及本中心董事長曾玉瓊等應

邀參加會議並演講。 

本次年會分為「養老、醫療服務與保險創新」專題和「災

害風險管理與保險創新」專題。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醫

院院長王辰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長

范維澄等發表精彩演講。 

1. 議題一：養老、醫療服務與保險創新 

(1) 主持人：姚飛(中國保險學會副會長)  

 內容摘要：要不斷創新商業保險服務社會保障體系

建設的機制和手段，積極創新養老保險服務產品，

構建政府、企業、個人責任共擔的多層次社會保障

體系。 

(2) 王辰(中日友好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內容摘要：下一步只靠社保不行，商保不上來沒有

希望，於是一系列探索都在推進，如需要解決醫院

給付商保支付平臺建設問題、遠端醫療提供的問

題、在新的所謂互聯網的形式下新的醫療業態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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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3) 鄭秉文(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中國保險學

會副會長) 

 內容摘要：他認為從供給面改革來看社會保險的本

質，必須要有成本意識。 

(4) 李滔(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摘要：全面實施城鄉居民重大疾病保險，健全

重特大疾病保障的機制，除了我們基本醫療保險以

外，重大疾病保險也是當前醫療改革推的一項重

點，目前截止到2015年底，全國31個省（市）重大

疾病保險全面鋪開，當然重大疾病全面鋪開並不是

這項工作進展的很順，而是說啟動這個工作，離完

善還有很大空間。同時要加強制度的銜接，就是我

們的保險醫療救助、民政救助、商業保險等等各個

制度的銜接。大力發展商業健康險，建立多層次的

醫療保障，鼓勵商業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參與基

本醫療保險的經辦，加快發展醫療職業保險等等。 

(5) 王傑秀(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摘要：商業保險一方面有利於分散災害風險，

提高災害損失的補償水準和減輕財政的壓力。從現

在政府的災害救助來看，一間房屋全倒統籌救助水

準在1萬元人民幣左右，但是這只是各地建房費用的

1/3—1/4，遠遠滿足不了恢復重建的需求，商業保險

的參與有利於提高補償的水準。第二方面我想商業

保險的參與有利於推動災害管理的專業性、科學性

和可持續性，提高災害管理的專業化、科學化和現

代化水準。 

(6) 金維剛(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 

 內容摘要：人口老齡化正在處於加速期，社會保險

基金運行風險不斷的增大。目前我們並沒有建立正

常的合理的調整機制，而且沒有兼顧各個社會群體

在養老保障方面的平衡。同時，這些年來各項社會

保險基金支出的增長率一直是超過收入的增長率，

這個其實也是值得關注的，因為如果這個形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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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的話，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將來會形成一個拐

點，將來可能整體上會收不抵支。 

 

2. 議題二：災害風險管理與保險創新 

(1) 主持人：王和(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內容摘要：在未來構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的過程中，保險無疑能夠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能夠很好地扮演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面的助手和接

手的作用。 

(2) 範維澄(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內容摘要：範維澄就「火災科學與火災保險」這一

議題做了多方面闡述，並指出我們要立足中國國

情、借鑒國外經驗，將火災科學與火災保險結合，

更加有效地防控火災風險，實現保險業和火災科學

共同發展的雙贏，走出一條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的

火災保險業現代化之路。 

(3) 史培軍(北京師範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中國保險學會

副會長) 

 內容摘要：中國在災害風險管理方面仍然處在薄弱

的環節，國家防災減災與應對氣候變化的治理體系

還跟不上，因此要進行風險分散，不能都讓政府

幹，也不能不讓政府幹，政府該出手的時候出手，

不該出手時候不要出手，社會支持力量也是很強

的，國家要制定支持巨災保險的國家政策，而不是

天天喊推動，要天天研究它，給這些保險界以好的

國家政策，來推動國家的綜合巨災風險的防範問

題。 

(4) 欒大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防務產業投融資專業委員會

副理事長) 

 內容摘要：欒大龍就「軍民融合與保險「做了多方

面闡述。他表示在當前的軍改背景和國防體系下應

採取適合軍隊的保險經營模式，開發豐富多樣的保

險產品，建立多層次、多管道的風險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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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仁洲(寧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內容摘要：就通過保險創新來完善風險管理和社會

治理體系他給出以下經驗：第一保險轉移風險，實

現政府財政資金效用最大化；第二轉變角色與規

則，提高矛盾化解效率；三是主動防範管理風險，

防患於未然；第四彌補金融服務，促進創新創業。 
 

參、心得 

目前中國保險業發展已取得歷史性突破，這些成績的取得，是

大陸保險業廣大從業人員共同奮鬥的結果。這其中，包含了廣大保

險理論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大陸中國保險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之舉

辦與議題內容即可看出。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在

全球性風險面前，國際社會日益成為榮辱與共、風險共擔的「命運

共同體」，保險業要可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推動保險創新發展：

需要加強保險理論研究，並提升保險業服務能力；另一方面要整合

優質智庫資源，並促進保險業創新發展。有幸參與本次盛會，得以

目睹大陸中國保險學會以這次年會為契機，彙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擴展對外交流與合作，加強人才建設，努力

打造成為保險業專家人才的聚集區和理論研究的重鎮，這些內容都

可作為臺灣保險界學習效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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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議程及照片 

一、 議程 

中國保險學會 2016 年學術年會議程 
一、會議主題：落實五大理念 創新驅動發展 

二、會議時間：2016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 

三、會議地點：北京友誼賓館 友誼宮二層聚英廳 

四、會議議程： 
 

上午(09:00-

11:40) 
主持人：姚慶海(中國保險學會會長) 

09:00-09:05 主持人宣佈會議開幕 

09:05-09:15  觀看年會宣傳片 

09:15-09:30 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講話 

09:30-10:00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主旨演講 

10:00-10:30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亊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演講 

10:30-11:00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保險學會副會長鄭功成演講 

11:00-11:10 國際保險學會主席邁克爾·莫里西致辭 

11:10-11:20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長曾玉瓊致辭 

11:20-11:30 日內瓦協會副秘書長法比安·薩默洛克致辭 

11:30-11:40  中國保險創新智庫聯盟倡議儀式 

議題一：養老、醫療服務與保險創新(13:30-15:15) 

13:30-13:35 主持人：姚飛(中國保險學會副會長)介紹 

13:35-13:55  王辰(中日友好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13:55-14:15  鄭秉文(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中國保險學會副會長) 

14:15-14:35  李滔(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14:35-14:55  王傑秀(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4:55-15:15  金維剛(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 

議題二：災害風險管理與保險創新(15:25-17:10) 

15:25-15:30 主持人：王和(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介紹 

15:30-15:50  范維澄(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15:50-16:10  史培軍(北京師範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中國保險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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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16:30  欒大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防務產業投融資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 

16:30-16:50  王仁洲(寧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16:50-17:10  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講話 

 

 

 

 

二、 照片 

（一）105年1月23日出席與大陸中國保險學會簽訂戰略合作備忘

錄典禮 

 

 

 

 

 

 

 

 

 

（二）105年1月24日參加大陸中國保險學會2016年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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