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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焦点 – 互助险：医疗险乌托邦引热议 

 

图 1：相互宝流程图 

 

数据来源: 蚂蚁金服 

 

蚂蚁金服相互宝用户达 7200 万 

蚂蚁金服的重疾互助计划“相互宝”在推出 10 个月之后，用户数量于 6 月底正式突破 7200 万。用户只需每

个月支付很少的保费即可参加计划，互助金和管理费成本由计划参与者平摊。相互宝覆盖了癌症、中

风、心脏病等 100 种重大疾病，确诊重疾后最高可申领人民币 30 万元的互助金。 

 

互助险社会均摊运作模式剔除金融中介 



互助保险/点对点保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关注。这些计划保证任何资金结余都会归还给用户。不需要

每年提前支付保费，并且保费取决于实际赔付情况是一个很大卖点。相互宝已完成最新一期互助金分摊

扣款，救助人数增至 150 人，人均分摊 0.51 元。相互宝有 7200 万用户，每个成员预计为每个重症患者的

付费低于 0.01 元人民币，且年度付款上限为人民币 188 元。相互宝在支付宝界面（10 亿用户）上销售—

—这消除了传统保险公司高昂的渠道成本，并且支付宝并不赚取任何承保利润。因此，保险费可以保持

在最低水平，而蚂蚁金服则收取 8％的保费作为管理费。我们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相互宝的迅速普

及。该产品达到了 5000 万用户的速度甚至比蚂蚁另一款重磅产品余额宝的速度还要快。腾讯的微保在一

年内达到 8000 万用户，而相互宝很可能会打破这一纪录。 

 

社保覆盖不足而商业保险忽视的人群亟需创新产品 

相互保险不与社保产品竞争。相反，它针对的是社保无法覆盖的医疗支出。大约三分之一参与相互宝的

成员来自低收入的农村地区，近一半是农民工——这些群体通常缺乏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他们对保险

的重要性认识也不足，而普通商业保险公司也不会覆盖这个市场的医疗保险需求。相互宝填补了这个空

白。目前的社保要求患者提前垫付医疗费用然后再报销，而相互宝则在确诊重疾后提供一次性支付。这

一特征对低收入群体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很可能无法负担需要垫付的医疗费用。此外，社保也可能

拒绝异地赔付。显然，相互宝没有异地限制，这对数百万在非户籍地生活的农民工很有吸引力。 

  

用户平摊所有费用，没有保险公司赚取承保利润 

互助保险价格低廉，越来越受到欢迎。这种保险形式类似集体互助，即成员们平摊所有费用。参与计划

的成员越多，风险和费用越分散。美国的线上财产保险公司 Lemonade 就用类似的商业模式闯入市场。这

家保险科技初创公司只向客户收取固定比例的保费佣金，支付完索赔后的剩余保费将被继续留在池子

里。据报道，Lemonade 在 4 月获得了 3 亿美元的融资，其估值达到 20 亿美元，预计会很快进军欧洲市

场。 

 

互助险是否需要接受保险监管机构监管？ 

蚂蚁金服拥有各种金融服务牌照，例如支付、网上银行、保险和基金管理等。但这家金融科技巨头认为

相互宝“不是医疗险产品”，因此不像传统保险公司那样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管。事实上，相互宝的前身“相

互保”是由蚂蚁金服和中国第一家互助寿险公司信美人寿共同推出并管理的。因为相互保未按照规定使用

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信美人寿受到了银保监会的行政处罚。之后，蚂蚁金服独立发

布了新版产品相互宝，并强调这是一个互助平台，而非一款保险产品。蚂蚁金服声称，这款升级后的产

品是自负盈亏的线上互助项目，蚂蚁金服不会像保险公司一样承担足额赔付。但由于具有明显的保险特

征和庞大的用户群体，相互宝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严格的监管审查。 

 

赔审团制度引发对给付判决公平性的担忧 

在发生争议时，相互宝将组成“赔审团”来决定是否给予互助金。平台将对该申请进行一段时间的公示，这

也意味着包括医疗记录在内的相关私人信息将会对所有赔审团成员公开。除了隐私问题，赔审团制度还

存在利益冲突——赔审团成员从用户中选出，即那些需要承担互助金成本的人，他们有动力更多地拒绝

赔付。即使撇开利益冲突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入选的赔审团成员是否接受过专业培训、是否掌握专

业知识，以确保决策过程的客观公正。 



 
 
 
 

本周新闻 

 

  相互宝用户超 7200万 
     最新数据显示，支付宝上的大病互助计划相互宝用户数已超 7200 万人。相互

宝已完成最新一期互助金分摊扣款，救助人数增至 150 人，人均分摊 0.51 元。

相互宝此前承诺 2019年的人均分摊金额不会超过 188元，超出部分将由蚂蚁金

服承担。目前市面上 30 万保额的一年期重疾险，一年的价格基本在 400 元左

右。相比之下，相互宝的优势依旧明显。大众巨大的保障需求也推动相互宝

逐渐成为大众社保医保外的第三份基础保障。 

     来源:金融界 
    

  360 发布网络重疾互助计划“360互助” 
     网络安全公司 360发布“360互助”，这是一款针对 100种重疾、30种轻疾、身

故（含猝死）的网络互助计划。用户开启自动代扣后，可以 0 元加入，无需预

先缴费，只有互助事件发生后才需要分摊缴费。 

     来源: 第一财经 
    

  印度新银行 Open在 B轮融资中筹集了 3000万美元 
     新银行 Open，一家帮助企业管理和实现财务自动化的初创企业，在其 B 轮融

资中筹集了 3000 万美元。投资者希望能够把新银行这个在全球各地被广泛尝

试和检验的商业模型复制到新兴市场之中。 

     来源: TechCrunch 
    

  Revolut 用户可通过 CreditLadder 汇报租金支付情况 
     英国发展最快的新银行之一 Revolut，其在英国租房的用户，将可以通过

CreditLadder 向信用查询机构 Experian 汇报其租金支付情况。Revolut 是开放银行

计划启动之后，最新的一家允许客户对第三方开放自己银行帐户数据的金融

机构。租户可以将自己的银行帐户连接到 CreditLadder，一个通过欧洲领先的金

融 API 提供商 TrueLayer 的只读访问权限来阅读并向 Experian 汇报租户的租金支

付情况的平台。 

     来源: Finextra 
   

 

  新加坡将颁发数字银行牌照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计划发行五个新的数字银行牌照，向非银行金融机

构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其中，不多于两张牌照将被颁发给瞄准零售客户的

机构，其他三张将被授予计划服务中小企业和其他非零售客户的组织。申请

将于 8 月开始，面向所有总部设在新加坡并由新加坡人控制的公司。外国公司

可以通过和当地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来获得申请资格。 

     来源: Finextra 

   
 

新银行 

新银行 

保险科技 

保险科技 

蚂蚁金服 

数字银行 

http://finance.jrj.com.cn/it-finance/2019/06/27165427764537.shtml
https://www.yicai.com/news/100237734.html
https://techcrunch.com/2019/06/25/indias-open-neo-bank-raises-30-million-to-help-businesses-automate-their-finances/
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8968/creditladder-supports-revolut-for-rent-reporting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049/singapore-to-issue-digital-bank-licences


 

  Fidor 将退出英国市场 
     德国新银行 Fidor 将退出英国市场，并关闭其线上业务和所有社交媒体账号。

因为从三年前被法国的 BPCE 收购以来，Fidor 的业绩一直差强人意，甚至难以

实现盈亏平衡。Fidor是第一批崛起的数字银行之一，以其颠覆性的创新在欧洲

业内享有不错的口碑。Fidor的业务框架搭建在全方位的社交媒体宣传、众筹、

P2P 借贷以及数字货币服务之上。 

     来源: Finextra 

   
 

  美国会要求 Facebook停止开发 Libra  
     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4名民主党议员联名向 Facebook 高管致函，要

求 Facebook 立即中止开发数字货币 Libra。 

     来源: coindesk 
    
  摩根大通将在 2019年底试点加密货币 JPM Coin 
     摩根大通将在 2019年底前开始与企业客户一起测试其加密货币 JPM Coin。摩根

大通数字财政服务与区块链部门主管 Umar Farooq 表示，将请客户试用 JPM 

Coin，最终目的是加快交易速度，例如公司间支付与债券交易。 

     来源: coindesk 

   
 

  Ocrolus 在 B轮融资中筹集 2400万美元 

     Ocrolus 宣布在由风投公司 Oak HC/FT 领投的 B 轮融资中筹集了 2400 万美元。

Ocrolus 是一家位于纽约的初创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解析财务文

件。Ocrolus 声称其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支持几乎所有类型和画质的文

档，分析准确度能达到 99%。 

     来源: VB 

    

  TransferWise在美国推出新的借记卡 
     国际汇款服务提供商 TransferWise 在美国市场发行了 Mastercard 借记卡和多币种

账户。该卡去年已经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推出，允许顾客用一张卡以超过

40 种货币进行消费，且没有余额限制，转换费用与实时汇率相当。之后，该

公司还将推出面向企业的版本。 

. .     来源: TechCrunch 
   

 

  KoinWorks筹集 1200万美元用于发展其 P2P中小企业贷款平台 
     KoinWorks是一家印度尼西亚初创公司，通过其在线 P2P平台帮助中小型企业获

得金融服务，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 1200万美元。 

     来源: TechC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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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057/fidor-to-shutter-uk-bank
https://www.coindesk.com/4-us-lawmakers-join-call-to-freeze-facebooks-libra-project
https://www.coindesk.com/jpmorgan-to-start-customer-trials-of-its-jpm-coin-crypto
https://venturebeat.com/2019/06/25/ocrolus-raises-24-million-to-scan-financial-documents-with-computer-vision/
https://techcrunch.com/2019/06/26/transferwises-new-debit-card-for-the-us-fires-the-starting-gun-on-a-new-war-for-travelers/
https://techcrunch.com/2019/06/25/koinworks-indonesia-seriesb/


  南非金融科技初创公司 Lulalend 在 A轮融资中筹集 650 万美元 
     南非网上贷款公司 Lulalend 已经在由国际金融公司和 Quona Capital 共同领投的 A

轮融资中筹集 650 万美元。这家位于开普敦的创业公司使用在线申请流程与内

部信贷指标，为通常无法获得营运资金的中小型企业提供短期贷款。 

     来源: TechCrunch 
    

  Jaja 支付 6.71亿美元收购爱尔兰银行的英国信用卡业务 
     Jaja 是一家提供数字与实体信用卡及其他融资服务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日前

宣布将收购爱尔兰银行的英国信用卡业务，初定金额为 5.3 亿英镑（按当前汇

率计算为 6.71亿美元）。此次收购不仅使 Jaia 成为英国消费者信用卡发行商，

同时它也在自己的业务中获得 2000万英镑的股权投资。 

     来源: TechCrunch 
    

  Kount 推出用于检测支付欺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方案 
     数字防欺诈公司 Kount 宣布推出下一代人工智能驱动解决方案，该方案改变了

传统的支付欺诈预防方式。 Kount 的 AI 方案同时使用监督与无监督的机器学习

以及相应的计算来实现接近于人类的决策。 

     来源: Finextra 
   

 

  Visa 推出分期付款 API 
     Visa 推出了新的 API，以帮助金融机构和零售商为其客户提供分期付款和在线

购物的选项。新 API 将使公司能够让消费者使用 Visa 卡付款，并且可以选择分

期付款服务。 

     来源: Finextra 
   

 

  Visa 收购 Verifi 
     Visa 收购了支付纠纷解决专家 Verifi，该公司致力于帮助企业减少退款问题。 

Verifi的技术可以实时地将支付纠纷过程中的各方联系起来，来解决有关的准退

款问题。该公司已为超过 25000 个账户提供服务。 

     来源: Finextra 
    

  Coupa Software推出发票付款功能 
     商业支出管理公司 Coupa Software 在其 Coupa Pay平台推出了发票付款功能。通

过 Coupa Pay 发票付款，应付账款方可通过各种支付选项（包括国内银行转

账，跨境支付和数字支票）在安全步骤中进行交易。通过此解决方案，公司

可以使用统一的平台协调和管理其端到端的支付流程，从而减少手动工作、

合规风险和欺诈。 

     来源: Fin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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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chcrunch.com/2019/06/26/south-african-sme-finance-startup-lulalend-raises-6-5m-series-a/
https://techcrunch.com/2019/06/28/jaja-bank-of-ireland-credit/
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8984/kount-rolls-out-next-generation-ai-for-detecting-payments-fraud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043/visa-rolls-out-payment-instalment-apis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34050/visa-to-buy-verifi
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8970/coupa-software-adds-invoice-payment-capabilities-and-partnerships


  Paysafe与 Skrill USA 合作在美国推出快速转账服务 
     全球领先的支付公司 Paysafe 宣布与数字支付巨头 Skrill USA 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Paysafe 的快速转账是一项已在 18 个欧洲国家推出的网上银行支付服务，

目前将通过 Skrill 的数字钱包在美国市场推出。美国用户在与使用 Skrill 的商家

进行交易时，可以通过 Paysafe 快速转账的身份与验证服务，来使用银行账户

进行在线支付，而无需离开商家的网站。 

     来源: Finextra 

    

  ConnexPay 在 A轮融资中筹集 700万美元 
     开展旅游业务支付服务的公司 ConnexPay宣布，已经在由 BIP Capital领导 A轮融

资中筹集 700 万美元。 ConnexPay 将旅游业务买家与供应商的交易实现实时匹

配。 该技术降低了交易风险，降低了线上旅行社、运营商和集运商对预付款

或信贷额度的需求。 

     来源: Finextra 

    

  中国银联与 OPPO正式推出银联手机闪付 OPPO Pay 
     中国银联联合 OPPO 正式推出银联手机闪付 OPPOPay。OPPOReno 系列手机的

用户在 OPPO 钱包内绑定银行卡后，即可在公交地铁、餐饮、商超便利等场景

通过双击电源键唤醒 OPPOPay“一闪就付”。同时，所有 OPPO 用户可使用银

联付款码便捷支付。 

     来源: 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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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8988/paysafe-brings-rapid-transfer-to-america-with-skrill-usa
https://www.finextra.com/pressarticle/79017/connexpay-scores-7-million-series-a
http://bank.jrj.com.cn/2019/06/28203127772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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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任何证券，其价值、价格及其回报可能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未来的收益不能保证，本金可能会损失。 

 

市场评论所载的资料，估计，观点，预测和其他信息均反映发布评论当日的判断，可以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做出更改。尚乘及其附属公

司或其任何董事或雇员（“尚乘集团”）并不明示或暗示地表示或保证市场评论中包含的信息正确、准确或完整。尚乘集团对使用或依据

市场评论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本市场评论可能包含来自第三方的信息，例如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除第三方事先书面同意，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和再分发任何形式

的第三方内容。第三方内容提供者不保证任何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或可用性。第三方不对任何错误、遗漏或使用这些内容所获

得的结果负责。第三方内容提供商不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用于特定用途适用性或适销性的保证。第三方内容提

供商不对使用其内容造成的任何直接、间接、偶然、示范、补偿、惩罚、特殊或间接的损害、费用、开支、法律费用或损失（包括收入或

利润损失和机会成本）负责。信用评级是意见声明，不是购买、持有或出售证券的行为或建议声明。第三方并没有强调所涉及的证券适用

于投资目的，也不应该作为投资建议。 

 

在有关的适用法律和/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i）尚乘和/或其董事和雇员，可以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对本评论所涉及的证券或其他相

关金融工具，进行买卖、建仓或平仓（ii）尚乘可以参与或投资市场评论中提及的证券发行人融资交易，或提供其他服务或承销;（iii）

尚乘可以对在市场评论中提到的发行人提供做市; （iv）尚乘可能曾担任本评论提及证券公开发行的经办人或联合经办人，或者可能会在

本评论中提及证券的发售过程中提供暂时做市，或可能在过去 12 个月内提供其他投资银行服务。 

 

尚乘通过其合规政策和程序（如信息隔离墙和员工交易监控）来控制信息流和管理利益冲突。 

 

本市场评论所载内容的版权为尚乘所有，未经尚乘环球市场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市场评论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或以任

何形式转载给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