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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保险市场评估与投资前景报告》共十九章。首先介

绍了保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保险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保险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

然后介绍了保险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保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

保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保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保险行业，本

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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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财产保险理赔方式

（一）第一危险赔偿方式

（二）比例赔偿方式

（三）实际支出赔偿方式

五、家庭财产保险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家庭财产保险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家庭财产保险行业发展建议

第七节 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农业保险市场发展概况分析

二、农业保险市场发展模式分析

三、农业保险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一）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二）农业保险赔付支出

（三）农业保险赔付率

四、农业保险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五、农业保险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六、农业保险发展对策建议分析

第八节 信用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信用保险市场发展概况

二、信用保险市场需求分析

（一）信用保险保费规模

（二）保证保险保费规模

三、信用保险赔付情况分析

（一）信用保险赔付支出

（二）信用保险赔付率

四、信用保险市场竞争状况

五、信用保险市场前景分析

第九节 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责任保险市场发展历程

二、责任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三、责任保险所属行业市场运行分析

（一）责任保险保费规模

（二）责任保险赔付支出

（三）责任保险赔付率

四、责任保险需求影响因素

五、责任保险市场前景分析

 

第八章 中国保险细分市场&mdash;&mdash;人寿保险

第一节 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人寿保险发展概述

二、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人寿保险行业保费收入情况

（二）人寿保险行业赔付支出分析

三、人寿保险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四、人寿保险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五、人寿保险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二节 未成年人寿险市场发展分析

一、未成年人人寿保险规定分析

二、未成年人人寿保险限定原因

三、未成年人人寿保险市场现状

四、未成年人人寿保险发展建议

第三节 合资人寿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一、合资寿险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二、合资寿险公司在华企业分析

三、合资寿险公司保费收入情况

四、合资寿险公司存在的问题分析

五、合资寿险公司发展策略分析

第四节 投资型寿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投资型寿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投资型寿险产品发展特征



（二）中国投资型寿险产品发展现状

（三）中国投资型寿险需求调查分析

（四）投资型寿险发展前景与风险防范

二、分红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分红保险产品优劣势分析

（二）中国分红保险产品发展现状

（三）中国分红保险产品受市场青睐

（四）中国分红保险发展前景及策略

三、投资连结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一）投资连结保险在中国发展现状

（二）制约中国投连险健康发展的因素

（三）保监会加强投资连结保险销售管理

（四）投资连结保险面临发展新机遇

四、万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一）万能人寿保险相关概述

（二）中国万能寿险产品销售现状

（三）中国万能寿险产品发展前景分析

（四）中国万能寿险发展战略SWOT分析

第五节 人寿保险信托市场发展分析

一、人寿保险信托发展概述

二、人寿保险信托发展现状分析

三、人寿保险信托构建思考分析

四、人寿保险信托发展策略建议

 

第九章 中国保险细分市场&mdash;&mdash;养老保险

第一节 养老保险行业发展概况

一、养老保险发展概述

二、养老保险体系构成

三、养老保险的人口老龄环境

四、中国养老储备基金投资运营

五、国际养老保险基金发展趋势及启示

第二节 养老保险基金市场运营分析



一、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模式分析

三、养老保险基金发展规模分析

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五、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八、中国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分析

九、中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分析

十、中国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分析

第三节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分析

一、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二、国外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经验分析

三、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发展分析

四、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基金运营问题分析

五、中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管理对策分析

第四节 中国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分析

一、企业年金市场发展概况

二、企业年金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三、商业银行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分析

四、中国企业年金未来发展趋分析

第五节 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一、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概况

二、中国商业养老保险收益分析

三、商业养老保险与养老市场风险的对冲

四、商业养老保险实现专业化经营分析

五、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市场需求分析

六、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优势及前景

第六节 农村养老保险运行态势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综述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区域分析

（四）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策和建议

（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要进一步研究问题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可行性分析

（一）中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机比较

（二）国家财政支持能力分析

（三）农民投保能力分析

三、中国农村养老保险需求和供给分析

（一）现阶段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供给分析

（二）现阶段中国农村养老保险需求分析

 

第十章 中国保险细分市场&mdash;&mdash;健康保险

第一节 健康保险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健康保险发展概述

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分类

（一）按照保障范围分类

（二）按照承保对象分类

（三）按照给付方式分类

（四）按照合同形式分类

三、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分析

四、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规模分析

（一）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二）健康保险区域保费情况

五、健康保险赔付支出情况分析

六、健康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二节 医疗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医疗保险种类分析

二、医疗保险发展模式分析

三、健康保险在新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一）健康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均衡发展的理论依据

（二）健康保险在新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必要性和优势

（三）确保健康保险快速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角色分析

（一）角色I：补充保障的主要提供者

（二）角色Ⅱ：基本保障的主要竞争者

（三）角色III：医疗保险机构与卫生服务提供者关系的探索者

五、健康保险在新医改中作用

（一）健康保险是现代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健康保险提升医疗服务体系运行效率的机制

（三）健康保险推动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六、新医改对健康保险的影响

（一）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二）医改将改善健康险的业务环境

（三）医改给健康险留下了发展空间

（四）医改或将给健康险实际的鼓励

第三节 影响健康保险发展的内外因素分析

一、内部因素

（一）专业人才短缺

（二）专业化管理

（三）缺乏数据基础建设

二、外部因素

（一）国家政策的限制

（二）政策支持不够的因素

（三）强制运行风险型商业医疗保险

（四）来自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风险因素

（五）来自政府及社会医保经办机构的因素

（六）付费机制

第四节 中国健康保险的发展思路

一、明晰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的界限

二、坚定健康险专业化发展道路

三、积极拓展健康保险服务领域

四、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税收制度体系

第五节 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发展对策

一、力求观念创新



二、力求模式创新

三、力求管理创新

四、力求产品创新

五、力求营销创新

六、争取政策支持

 

第十一章 中国保险细分市场&mdash;&mdash;意外保险

第一节 意外保险产业发展概述

一、意外保险发展概述

（一）意外保险保障项目

（二）意外保险种类情况

二、意外保险保额界定

三、意外保险保障范围

四、意外保险适购人群

第二节 意外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意外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一）意外保险经营标准

（二）意外保险发展现状

二、意外保险市场运营情况分析

（一）意外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二）意外保险赔付支出情况

（三）意外保险区域市场分析

三、意外保险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四、意外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旅游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旅游保险发展概述

（一）旅游保险保障范围

（二）旅游保险业务范围

二、旅游保险主要产品分析

（一）游客意外伤害保险

（二）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三）住宿游客人身保险



三、旅游保险市场发展现状

四、旅游保险发展滞后原因

五、旅游保险发展对策分析

六、旅游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十二章 中国保险细分市场&mdash;&mdash;汽车保险

第一节 汽车保险市场发展综述

一、汽车保险的定义、分类及作用

（一）汽车保险的定义

（二）汽车保险的分类

（三）汽车保险的职能

二、汽车保险的要素、特征及原则

（一）汽车保险的要素

（二）汽车保险的特征

（三）汽车保险的原则

三、汽车保险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一）汽车保险的起源追溯

（二）汽车保险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汽车保险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汽车保险保费情况分析

二、汽车保险赔付情况分析

三、汽车保险市场运行特点

四、车险市场价格竞争现状

五、车险市场渠道竞争现状

第三节 汽车保险市场营销发展分析

一、汽车保险直接营销模式分析

（一）个人营销模式

（二）电话营销模式

（三）网络营销模式

二、汽车保险间接营销模式分析

（一）专业保险代理人模式

（二）保险兼业代理制度模式



（三）银行代理及邮政代理模式

（四）网上保险超市

（五）其他营销方式

三、汽车保险微信服务模式分析

第四节 汽车保险市场购买渠道分析

一、保险中介投保

二、保险公司投保

三、4s店投保

四、电话投保

 

第十三章 中国保险细分市场&mdash;&mdash;银行保险

第一节 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一、银行保险业务发展阶段

二、银行保险发展主要特点

三、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

四、银行保险业务发展规模

五、银行代销保险业务情况

第二节 中国银行保险发展模式分析

一、银行保险分销协议模式分析

二、银行保险现阶段的模式选择

三、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模式选择

四、银行保险战略联盟合作模式构建

五、银行保险分销协议的模式优化分析

第三节 中国银行保险发展SWOT分析

一、银行保险市场优势

二、银行保险市场劣势

三、银行保险市场机会

四、银行保险市场威胁

五、银行保险SWOT发展策略

 

第十四章 中国保险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保险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一、保险市场竞争情况分析

二、外资保险市场竞争分析

三、保险业区域市场竞争情况

四、保险业市场竞争力发展分析

（一）保险业新规将提升行业竞争力

（二）信息化提升保险业综合竞争力

（三）险资管理成保险业核心竞争力

（四）保险业应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第二节 保险企业市场竞争因素分析

一、战略管理因素

二、创新能力因素

三、物质资源因素

四、人力资源因素

五、无形资源因素

六、市场营销因素

第三节 保险企业竞争策略建议

一、一体化竞争策略

（一）营销平台一体化

（二）信息平台一体化

（三）投融资管理一体化

（四）品牌资源一体化

（五）风险管理一体化

二、差异化竞争策略

（一）区域市场差异化

（二）产品服务差异化

（三）渠道发展差异化

（四）资产投资差异化

三、精细化竞争策略

（一）战略实施精细化

（二）承保管理精细化

（三）理赔管理精细化

（四）成本管控精细化



四、综合化竞争策略

（一）延伸保险产业服务链

（二）拓展第三方资管业务

（三）全金融领域战略布局

 

第十五章 中国保险行业区域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北京市

一、北京市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企业竞争格局

二、北京市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北京市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北京市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二节 天津市

一、天津市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企业竞争格局

二、天津市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天津市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天津市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三节 河北省

一、河北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保费区域分布

（四）企业竞争格局

二、河北省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河北省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河北省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四节 山西省



一、山西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保费区域分布

（四）企业竞争格局

二、山西省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山西省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山西省保险行业发展任务

第五节 辽宁省

一、辽宁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保费区域分布

（四）企业竞争格局

二、辽宁省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辽宁省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辽宁省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六节 吉林省

一、吉林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保费区域分布

（四）企业竞争格局

二、吉林省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吉林省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吉林省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七节 黑龙江省

一、黑龙江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保费区域分布

（四）行业竞争格局



二、黑龙江省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黑龙江省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黑龙江省保险市场发展战略

第八节 上海市

一、上海市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行业竞争格局

二、上海市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上海市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上海市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九节 江苏省

一、江苏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保费区域分布

（四）行业竞争格局

二、江苏省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江苏省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江苏省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十节 浙江省

一、浙江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一）保费收入规模

（二）保险业务结构

（三）保费区域分布

（四）企业竞争格局

二、浙江省保险保费赔付情况

三、浙江省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四、浙江省保险市场发展前景

 

第十六章 中国保险行业重点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重点财产保险企业运营分析



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四、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六、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八、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九、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保险产品分析

（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二节 中国重点人寿保险企业运营分析

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三、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四、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五、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六、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七、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八、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九、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十、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销售网络分析

第三节 中国重点再保险企业运营分析

一、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保费收入情况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偿付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偿付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企业偿付能力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第十七章 2022-2028年中国保险行业市场发展前景及预测

第一节 &ldquo;十四五&rdquo;保险市场发展形势预测

一、&ldquo;十四五&rdquo;保险行业发展环境预测

二、&ldquo;十四五&rdquo;保险行业发展目标建议

三、&ldquo;十四五&rdquo;保险行业战略转型发展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一、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二、互联网保险市场前景分析

三、再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四、保险中介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保险细分市场前景分析

一、财产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二、人寿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三、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四、养老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五、意外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六、汽车保险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四节 2022-2028年中国保险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一、保险行业保费收入规模预测

二、财产保险保费收入规模预测

三、人寿保险保费收入规模预测

四、养老保险参保规模预测分析

五、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规模预测

六、意外保险保费收入规模预测

 

第十八章 2022-2028年中国保险市场投资机会风险及策略

第一节 2022-2028年中国保险市场投资机会

一、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二、互联网保险市场投资机会

三、再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四、保险中介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五、财产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六、人寿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七、健康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八、养老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九、意外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十、汽车保险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二节 2022-2028年中国保险市场投资风险

一、金融风险分析

二、宏观经济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其他风险分析

第三节 2022-2028年中国保险资金运作风险

一、战略风险

二、市场风险

三、信用风险

四、流动性风险

五、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第四节 2022-2028年中国保险市场投资策略

一、保险业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二、再保险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三、保险中介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四、财产保险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五、人寿保险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六、健康保险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七、意外保险市场投资策略分析

 

第十九章 中国保险行业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第一节 保险行业市场营销分析

一、保险营销观念演进分析

二、保险营销发展现状分析

三、保险营销发展存在的问题

四、保险营销发展对策分析

第二节 保险市场购买渠道分析

一、保险代理人

二、保险公司代理渠道

三、电投网投渠道

四、银保渠道

第三节 保险电子营销发展分析



一、保险电子营销发展的必然性

二、保险电子营销的渠道分析

三、保险电子营销的优势分析

四、保险电子营销的发展对策

第四节 保险行业电话营销策略

一、保险电话营销发展分析

二、保险电话营销优势分析

三、保险电话营销存在的问题

四、保险电话营销发展对策

第五节 保险行业网络营销策略

一、网络保险营销发展分析

二、网络保险营销优势分析

三、保险网络营销尝试分析

四、网络保险营销策略分析

第六节 保险行业营销发展战略

一、全面营销

二、行业营销

三、服务营销

四、应变营销

第七节 保险企业营销策略创新

一、保险产品策略

二、保险价格策略

三、保险分销策略

四、保险促销策略

五、保险信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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