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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我国首家互

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近日宣布，旗下

的 ZA Tech Global Limited（简称“ZA
Tech”）与新加坡最大综合保险机构之

一的职总英康（简称“英康”）达成战略合

作，以加速推动后者在新加坡市场的产

品创新与数字化转型。

根据合作协议，众安保险将输出过

去五年沉淀的技术能力与经验，助力英

康创造一系列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数

字化保险产品。具体而言，众安保险将

输出数字化保险核心系统，为英康用户

提供更多定制化、数字化的产品，而被

众安保险赋能的英康将无缝融入数字

生态圈。

英康是新加坡最大的普通险和健康

险综合保险机构之一，占据了当地四分

之一的车险市场。

与英康的合作，是众安保险在新加

坡落地的第二子，有助于众安保险在新

加坡检验并拓展数字化创新举措，用保

险科技优势推动公司的海外业务，并帮

助东南亚保险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众安保险与英康此次战略合作的首

个保险产品，或将于今年第二季度推

出。据悉，这是一份针对旅游场景定制

的生活保险产品，主要为新加坡居民和

游客在游览特定旅游景点时提供突发事

件的保障。

此前的今年 1 月份，众安保险与东

南亚 O2O 平台 Grab 达成合作，双方将

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探索东南亚互联网

保险分销业务。该平台将于今年率先在

新加坡推出，随后陆续拓展至东南亚其

他市场。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上汽通用汽

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上汽通用汽

车金融”）近日成功发行规模达人民币

100亿元的“融腾 2019年第一期个人汽

车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作为银保

监会批准成立的国内首家专业汽车金融

公司，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已累计发行资

产证券化产品520亿元，发行金融债210
亿元。

在汽车金融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的背景下，发行汽车贷款ABS不仅拓

宽了融资渠道，更为汽车金融公司盘活

资金存量、增加资金流动性提供了支

撑。根据中债信息网数据显示，近年来

我国汽车贷款ABS驶入了发展的“快车

道”，2018 年在信贷 ABS 中的占比为

13.10%，从上年的第三大品种升级至第

二大品种。自 2008 年上汽通用汽车金

融发行首单资产支持证券产品以来，目

前已有 16家汽车金融公司、8家商业银

行、3 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作为发起机

构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汽车贷款

资产支持证券。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董事、首席运营

官孟铎思说：“资产证券化具有成本可

控、调整资产结构的优势，能够有效地扩

充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渠道。上汽通用

汽车金融将通过金融科技创新、数字化

转型，继续坚持创新带动业务规模升级，

不断推动中国汽车金融行业稳中有序的

可持续发展。”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依靠数字化全流

程金融科技平台，从前端到中台再到后

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客户全生命

周期的系统。据透露，金融科技平台打

通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将客户在各个

业务阶段的不同表现数据实现互联互

通，使得大量的、孤立的的客户表现数据

整合成为有效、有意义的“大数据”。

2018年，上汽通用汽车金融保持持

续增长势头，连续第二年新增零售合同

量超过 100万。截至 2018年末，上汽通

用汽车金融信贷总资产近13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银保监会近

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保险业首个国家标准

《保险术语（GB/T 36687-2018）》已于 4
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共收纳817项

保险专业术语，既包含面向业内人士的专

业术语，也包含面向消费者的一般术语，

是保险行业内部沟通和外部交流的规范

性、通用性语言，是保险业各类标准的基

础标准。

2006 年，我国保险行业发布第一个

行业标准《保险术语》。在实施应用过程

中，术语标准对保险行业监督管理、保险

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保险合同契约管理、

保险产品开发销售管理、保险服务标准建

立和管理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极大地推动中国保险业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成为全球仅次美国的第二

大保险市场，社会公众保险知识普及和保

险相关联行业都需要国家级的术语标准

的规范和指导。在此背景下，《保险术语》

国家标准得以编制并发布实施。据悉，在

《保险术语》国家标准实施同时，原金融行

业标准《保险术语自动废止。

《保险术语》国家标准被称为是近年

来保险行业标准化建设取得的一项标志

性成果。记者注意到，相比 2006年发布

的保险术语行业标准，《保险术语》国家标

准兼具权威性、专业性及普及性，新增了

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基础术语”章节，包含

保险产品定义、销售、承保、理赔等销售及

服务环节常用术语。具体来看，《保险术

语》共有十个章节，包括基础术语、保险产

品术语、投保和承保术语、保险合同管理

术语、赔偿和给付术语、市场和营销术语、

保险中介术语、精算术语、再保险术语、保

险组织和监管术语等，共收纳817项保险

专业术语。

银保监会表示，作为保险业的标准用

语“词典”，《保险术语》国家标准的实施，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众对保险知识的理解

和普及，帮助消费者更好地理解保险产

品、条款和保险机构提供的各项保险服

务，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对保险的满意度，

提升保险行业形象。

同时，该标准是保险行业走向标准化

数字化的基石，有助于监管机构获取统一

口径的业务统计分析数据，对保险机构的

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公司治理结构等实现

有效的风险监测，加强行业风险管控，促进

保险业从高速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4月10日，支

付宝上的大病互助计划“相互宝”成员数

超过5000万，成为全球最大的互助社群，

平均每1分钟就有近200人加入。

数据显示，在相互宝的 5000 万成员

中，有 31%来自农村和县城，47%为外出

务工人员。已获得救助金的 24 位成员

中，也有一半来自低线城市和农村。

中国大病互助社群的爆发性增长，超

出了许多人的预期。5000万成员的规模

相当于整个韩国的人口，在全球，只有 27
个国家的人口超过这一数字。相互宝从

0 到 5000 万的速度，超过了 2013 年横空

出世的余额宝。

大众的踊跃参与，让相互宝有望成为

国人在社保、医保之外的第三大基础保

障。蚂蚁金服副总裁尹铭表示，未来两年

内，相互宝希望让 3亿人享受“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互助服务。

相互宝这一定位为“大病互助”的产品，

主打“一人生病 大家出钱”，身体健康且信

用良好的支付宝用户可申请免费加入。互

助金由所有成员分摊，由于成员数量众多，

所以每人分摊金额往往只有几分钱。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
发百亿元车贷ABS

中国保险业首个国家标准实施
收纳817项保险术语 利于消费者理解保险产品

相互宝成全球最大互助社群

与新加坡英康战略合作

首家互联网保险
海外输出再落子

（上接1版）此外，中国联通已在岛

上实现了5G全覆盖。

“只有5G技术才能使装备真正实现

智能化，实现无人操控，我们也希望这个

岛将来能够成为展示最新技术的场景中

心，成为中国最先进的、最集中的AI产品

展示中心。”袁涛说。

目前张江集团已整合 31个AI应用

场景落地人工智能岛，对接了80余家企

业、采用了40余个产品和技术，涵盖智慧

安防、智慧办公、智慧垃圾分类等多个领

域，这里将成为上海人工智能企业最集

聚、类型最丰富、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之

一。

今后，点开园区服务号，一辆无人驾

驶的“小劢”就会自动来到你所在的楼

宇，送你去到指定地点。这辆由纽劢科

技研发的自动驾驶智能系统产品8月即

将全面在岛上作为园区短驳车应用，“在

人工智能岛上初期会投放 2 辆进行试

跑，在岛上办公或前来办事的人，可以选

择站点实现无人接驳。”纽劢科技相关负

责人祝婷婷说。

不是只有乘用车才用到无人驾驶，

张江人工智能岛上的巡逻车也是如此。

这个名叫“ANDI”的机器人，经过科学

规划的巡逻路径，可以做到24小时无死

角的安防。同时，它拥有智能自主充电

系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它还可以做身份识别，如果警卫对

于来访者有身份疑问，把身份证往它设

备上一放，信息一目了然。”思岚科技市

场总监曾婷婷说。

张江人工智能岛汇聚了最具代表性

人工智能企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率先应

用，技术不但与应用场景进行深度融合，

而且不断与时俱进。

当前，上海正在大力推广垃圾分类，

在人工智能岛上放置了9个智能垃圾箱，

内置光电感应装置，垃圾箱盖会自动打

开，自动识别垃圾类型。

据悉，目前张江集团正计划与龙头

企业共建孵化器、共设投资基金，并搭

建集创新转型工坊、创新实验室、项目

实战空间、应用演进与运营四位一体的

人工智能“能力开放工场”，塑造产业垂

直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帮助

人工智能企业成长。8 月，上海首个以

AI 为主题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将在岛上

开启。

“张江人工智能岛作为创新的策源

地，将成为交流互动平台，同时通过这

个点扩展到整个张江科学城。”袁涛说

道。

（上接1版）
本次峰会旨在进一步加强全球产

业领袖对上海集成电路产业优势的认

识，搭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的高端沟

通平台。英飞凌科技首席执行官Rein⁃
hard Ploss，美国两院院士、2017 年图灵

奖获得者 David Patterson，ASM 太平洋

科技首席执行官李伟光，明导荣誉首席

执行官 Walden C.Rhines，新思科技总

裁兼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志宽，日月光半

导体首席执行官吴田玉，德州仪器全球

资深副总裁谢兵，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

学，华虹集团董事长张素心等全球知名

集成电路企业领袖、行业专家、投资界

领袖与国内外龙头企业领军人与会并

作交流。

本次峰会由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

业园开发主体张江高科和全球领先的

集成电路市场研究机构芯谋研究共同

举办。集成电路产业领袖峰会是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生态系统最高端、全面、

市场化的领袖峰会，包括全球前 10 大

集成电路企业董事长或CEO等主要的

行业领袖均有参会。作为国际化的产

业交流平台，峰会将会每年常态化举

办。

集成电路产业领袖峰会召开

打造人工智能高地 形成产业新标杆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在近日举行

的“2019（第四届）全球黄金市场高峰论

坛”上，上海黄金交易所宣布延长交易时

间，以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人民银行副行

长潘功胜表示，未来我国要继续扩大黄金

市场的对外开放，包括完善黄金国际板的

产品、交易等服务体系，希望更多的境外

机构使用上海金价格开发黄金产品。

随着未来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参与黄

金国际板交易，上海有望成为继纽约和伦

敦之后的全球三大黄金定价中心之一。

上金所分两个步骤延
长交易时间

根据上金所的时间安排，交易时长延

长分为两个阶段，今年6月10日开始，上金

所竞价市场新增中午11：30-13：30交易时

段，交易时长延长至13小时；2020年1月1
日起，上金所竞价市场再增上午2：30-9：00
交易时段，交易时长达到19.5小时。同时，

询价市场增加下午17：00-19：30时段，询价

交易时长达10.5小时。

对标海外黄金市场交易可见，目前

CME（纽约场内黄金期货市场）交易时长

为 23小时 15分钟，TOCOM（东京场内黄

金期货市场）交易时长为19小时30分钟。

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部总经理赵芳华

表示，随着此次延长交易时间措施落地，上

金所竞价、询价市场将协同覆盖全球主要

黄金市场交易时段，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

内外客户，进一步推动上金所国际化建设。

为使中国黄金市场更好的融入全球

市场，2014 年 9 月，上金所正式推出黄金

国际板业务，这也是上海自贸区推出的首

个国际化金融类资产交易平台。全球投

资者可以通过开立自由贸易账户，使用离

岸人民币、可兑换外币参与黄金国际板交

易，联动欧美等境外黄金市场，实现全球

对接。黄金国际板区内区外实行分区交

割，封闭清算，上金所指定交割仓库负责

办理交割相关业务。

国际板的推出实现了中国黄金市场

境内境外的互联互通，有助于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潘功胜表示，我国黄金市场的对

外开放不断深化，上海黄金所国际板会员

数量不断增加，涵盖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广

泛，越来越多的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

到国际黄金市场，一些境外机构也开始将

上海金价作为黄金产品的定价基准。

致力于打造交易定价
等五个中心

“未来我国还要继续完善黄金国际板

的产品、交易等服务体系，希望更多的境

外机构使用上海金价格开发自己的黄金

产品，更多的境内金融机构以及产金用金

企业参与到国际黄金板市场中来。”潘功

胜进一步说。

据透露，人民银行还将支持上金所

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等国际上主要交易

所之间的合作，推动境内外黄金市场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境内外黄金市场

的投资者、交易者搭建更加便利的市场

环境。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则表

示，目前上金所已构建了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的黄金市场服务体系，未来

将通过六大举措继续提升服务水平：一

是建设国际一流的黄金市场金融基础设

施；二是努力发展主板和国际板两大业

务板块；三是进一步推动服务实体经济

与发展金融市场并行、国际市场与国内

市场并重、机构业务与个人业务并增的

发展战略；四是架起连接黄金产业链上

下游的桥梁，促进黄金实物与资金等各

方面的互融互通，加强场内、场外黄金

市场联动，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

接；五是致力打造交易定价中心、清算

结算中心、仓储物流中心、登记托管中

心、咨询服务中心等五大中心；六是进

一步完善竞价市场、询价市场、定价市

场、租赁市场、金币市场、ETF 市场等建

设。

上金所宣布延长交易时间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上海有望成为全球黄金定价中心

延长交易时间措施的落地，将进一步推动上金所国际化进程。 □东方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