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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差异化服务”曙光初现，成为打破“渠道为
王”的有效路径 
保险行业“渠道为王”的行业模式亟待破局，重要的破局之策就是打造差
异化的服务体系。寿险产品本身同质化严重，使得销售渠道占据重要的地位，
行业基本形成了“得渠道者得天下”的共识。传统寿险公司以代理人渠道为
主，“代理人的规模和质量”已成为衡量寿险公司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但
传统公司正面临着全新的行业环境与挑战，各类互联网代销平台（蚂蚁保险、
微保、慧择、深蓝保等）的兴起冲击着代理人渠道。对于行业而言，保险公
司的利益有可能会更多地让于销售平台（线上流量平台与线下经代公司）。
大型保险公司需要寻求破局，破局之策之一就是通过优质的服务构建自身差
异化的竞争力，来吸引客户，摆脱受制于流量平台的困境。差异化服务包括
健康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可与保险产品密切结合的服务。目前大型公司均
已开始探索对大健康产业、大养老产业的布局，并与保险产品进行了结合，
但大多暂未形成可带动销售的差异化优势。长期来看，我们判断未来“差异
化服务”同样会成为衡量寿险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保险公司将以差异化
服务来提升自身的“产品力”，减少渠道的掣肘。 

平安、太保、友邦“产品+服务”的布局走在前列。目前平安、太保、友邦
的差异化服务体系构建得更加完善，新华、国寿还处于初始布局阶段。①健
康医疗服务：平安、太保、友邦提供的服务基本呈体系化。在上游健康管理
端，仅有友邦、平安等少数公司进行布局，如友邦的“健康友行”和“平安
run”运动奖励计划、平安的血糖管理服务。多数公司的健康医疗服务主要
聚焦在下游的医疗端，为符合一定标准的客户提供门诊预约、病房安排、手
术安排、二次诊疗等就医绿通服务，即主要为诊中服务。整体来看，平安提
供的医疗服务较为完善，覆盖诊前、诊中、诊后、海外医疗服务，以及一
些特色服务项目（如 3 万就医补贴）；而友邦的服务更倾向于面向高端医
疗客户，重疾险客户所享受的服务更加精简，体现了重疾专案管理的理念，
在诊前、诊中、诊后给予客户就医提示和建议；太保提供诊中服务的力度
较强（启用标准低、服务次数多）。如综合考虑服务的可得性，太保的服
务吸引力相对更强，平安较为完善的服务需要付费购买。在服务供应方面，
平安、太保、友邦由公司自建医疗网络或子公司提供服务，可以更好地保证
服务质量，国寿、新华提供的服务则由零散的外包服务供应商提供，服务较
碎片化。另外，能否将差异化的服务引入销售前线，使其成为代理人获客、
经营客户的工具亦十分重要。友邦、太保的代理人已将健康医疗服务的推介
纳入为标准化销售流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其他公司目前在销售环节中并未过
多强调差异化的服务。②养老产业：除友邦外，各公司均在布局养老产业，
以助力高端客户经营。其中，太平、国寿、新华有养老社区实体建成，其中
太平养老社区产生了一定的销售带动作用，新华养老社区入住权未与保险产
品挂钩。太保、平安还未有养老社区建成，但太保养老社区也已产生了一定
的销售带动作用，平安预计于明年将养老社区与年金险结合。③VIP服务：
目前大型公司 VIP权益主要包括体检服务、就医服务、急难救助、医疗关怀
等，相对于普通客户的健康医疗服务，增加了体检服务、特需高端医疗安排、
急难救助、就医关怀等升级服务。平安、太保、友邦的 VIP服务相对更加丰
富，除上述服务外，还提供了机场贵宾、商旅娱乐协助等生活服务。友邦服
务更能凸显差异化以及更切合高净值人群的需求，即提供了法律、税务服务。 

投资建议：负债端大概率已度过最差的时候，短期和长期均可看到改善态
势。短期方面，开门红提前带来“开门红则全年红”，构成有力催化。展
望长期，平安和太保的长期转型措施主动让渡了短期保费的市场份额，但
将提升长期竞争力。太保、平安、友邦差异化服务的领先布局有望在未来
带来破局。我们判断，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友邦保险有望率先走出低谷，
我们更加看好其 2021 年 NBV同比增速。重点推荐太保、平安；建议关注
友邦。 
 
风险提示：居民收入预期修复不及预期；差异化服务布局进度不及预期；保
障型产品销售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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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0-11-03 评级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601601.SH 中国太保 31.93 买入 3.06 2.80 3.53 4.09 10.43 11.40 9.05 7.81 

601318.SH 中国平安 79.16 买入 8.17 7.06 8.24 9.75 9.69 11.21 9.61 8.12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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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寿险产品本身同质化严重，使得销售渠道占据重要的地位，基本形成“得渠道者得天
下”的行业共识。传统寿险公司以代理人渠道为主，“代理人的规模和质量”成为衡量寿
险公司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但传统公司正面临着全新的行业环境与挑战，各类互联网代
销平台（蚂蚁保险、微保、慧择、深蓝保等）的兴起冲击着代理人渠道。为减少渠道的掣
肘，平安、太保、国寿、新华等上市寿险公司重要的破局之策就是打造差异化的服务体系，
通过优质的服务来吸引客户。差异化服务包括大健康产业、大养老产业、优质的高端服务
等。我们判断，未来“差异化服务”同样会成为衡量寿险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我们将
从医疗健康服务、养老服务、VIP服务三类主要服务来对比各公司的差异化服务。 

1. 保险公司医疗健康服务 

大型公司均已开始探索将医疗健康服务与保险产品相结合。医疗健康服务和保险密切相关，
健康险+医疗健康服务可以构成“上游健康预防，中游经济补偿，下游医疗服务”的服务
链，切合客户对于健康的需求。上游健康预防包括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疾病预防、健康
体检、运动激励计划、健康档案管理、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下游医
疗服务包括就医预约与安排、陪诊服务、专案管理、购药福利、康复护理等绿通服务。 

目前仅有友邦、平安等少数公司探索上游健康管理服务。平安为平安福客户提供“平安 run”
运动奖励计划，为客户定制个性化的短中长期运动计划，当客户达成运动目标后，可以获
得和健康有关的奖励和保单保障额度的提升。平安针对糖尿病患者的重疾险“糖保保”提
供血糖管理服务，包括糖尿病 AI风险评估、档案管理、治疗建议、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等
多项服务，帮助被保险人提升健康状况、防止或延缓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友邦的“健
康友行”计划与“平安 run”类似，重疾险及高端医疗险客户可以加入，“健康友行”计
划着眼于客户的日常健康生活管理，通过步数和睡眠的监测追踪、健康知识问答互动以及
丰富的任务卡与积分累积奖励等，帮助客户在体验和分享中养成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 

多数公司的健康医疗服务主要聚焦在下游的医疗端，为符合一定标准的客户提供门诊预约、
病房安排、手术安排、二次诊疗等就医绿通服务，目前各大公司均有提供，但提供的程度
有所差异。后文将从诊前、诊中、诊后来对比各公司提供的医疗服务。 

从服务的享受标准来看，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体系一般包括无门槛服务、针对一定保费标
准的重疾险客户的服务和单一产品专享健康服务。①无门槛服务仅平安、太保有提供，用
于在销售前端获取客户。平安的金管家 APP用户（未购买保险产品）可以享受每月 2次的
线上问诊服务；太保的非保险客户可以享受“太保蓝本”的重疾绿通服务，包含重疾专家
门诊、病房、手术各 1次以及 120急救补贴等基础服务。太保的无门槛服务优于其他公司。
②针对一定保费标准的重疾险客户，一般均会提供就医绿通服务，除此之外，部分公司还
会提供海外医疗、诊后医疗、就医补贴等升级服务，平安提供的这类服务最为完善。③单
一产品专享健康服务主要是针对医疗险提供的，比如太保、平安针对 e生保医疗险、乐享
百万医疗险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友邦针对高端医疗险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全球就医服务，
友邦的医疗资源更多向高端医疗险客户倾斜。 

服务的提供方同样重要，平安、太保、友邦、太平的服务基本由单一主体来提供，平安所
有的健康医疗服务均由好医生来提供，太保的服务由太保安联健康险公司和太平洋医疗健
康管理公司提供，友邦通过自有医疗服务部门对接客户需求、协调全球就医资源，太平通
过其投资的圆和医疗来提供服务。单一服务提供商可以更好地保证服务质量，建立服务品
牌。新华、国寿目前提供的服务是由零散的服务供应商组成的服务包，服务较为碎片化，
但国寿正和万达信息合作，开启“产品+健康管理服务”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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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保险公司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各公司官网、官方微信平台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1.1. 医疗服务对比 

下表我们横向对比了各大型寿险公司为重疾险客户提供的医疗服务。平安重疾险客户可购
买健康守护 360医疗服务（199元/年），其他公司的服务为达到一定标准即可免费享受的
医疗服务。太保为购买健康险且单一保单保费高于 3500 元的客户提供太保蓝本医疗特权
服务，服务内容和次数随着保费标准的不同有所差异；友邦的“愈从容”重疾专案管理针
对全佑系列的重疾客户；太平圆和全能卡针对福禄重疾险客户；国寿大健康重疾绿通专享
服务计划主要针对国寿福重疾险和康宁重疾险的客户；新华就医绿通服务主要针对健康无
忧重疾险的客户。 

从服务体系来看，各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基本集中在诊中就医绿通服务，即专家预约、病
房、手术等，在服务启用标准和次数上有差异，相较而言，太保提供的诊中服务较优。平
安 1年提供 3次专家门诊预约、专家病房安排和国内二次诊疗，无专家手术安排服务，且
后两项服务在疑似重疾时才可启用；太保二档以上的医疗特权服务（单一保单保费高于 1

万）提供 1 年无限次的“三专”服务，即专家门诊预约、专家病房安排、专家手术安排，
以及国内二次诊疗服务，且非疑似重疾即可启用服务，服务提供的力度较强；友邦 “愈
从容”重疾专案管理是从高端医疗险的服务中剥离出来的一部分，服务较为精简，对于轻
症和重疾客户提供各 2次“三专”服务，服务期延续 180天；国寿、太平、新华提供的就
医绿通服务为 1年 1次或者 3年 1次，服务次数较少。 

平安的诊后服务较为完善，包括院后复诊、康复指导、中医调理和心理指导。其他公司在
诊后服务方面较为缺乏。在海外医疗方面，平安的服务亦相对丰富，包括海外专家病房、
海外二次诊疗、海外就医协助，太保仅提供后两项服务，其他公司海外医疗服务较少。在
特色服务方面，平安提供累计 30000元/年的就医补贴（含药品援助，以及就医相关交通、
住宿、餐饮安排等），太保蓝本医疗特权三档以上（保单保费 3万以上）可指定家人享同
档所有服务 1次。 

整体来看，平安提供的医疗服务较为完善，覆盖诊前、诊中、诊后、海外医疗服务，以及
一些特色服务项目（如就医补贴）。如综合考虑服务的可得性，太保的服务相对更加具有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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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各公司官网、官方微信平台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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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安健康医疗服务 

平安寿险借助平安好医生的在线医疗平台，已经初步搭建了“上游健康预防，中游经济补
偿，下游医疗服务”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完整服务链。其中，“健康守护 360 服务”是
针对重疾险客户提供的医疗服务，由平安好医生提供和管理，重疾险客户可购买，费用为
199元/年。服务相较于其他内地公司更为全面，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国内外医疗服务，
且提供 3万元重疾补贴。除此之外，平安还针对部分医疗险、药品险、慢病保险提供专属
的健康服务，提升产品吸引力。 

 

图 3：平安健康医疗服务链  

 

资料来源：根据平安官网相关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4：健康守护 360服务 

 

资料来源：平安金管家，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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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单一产品专项服务 

 

资料来源：根据平安人寿官网、慧择网等相关新闻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作为健康医疗服务供应商的好医生在持续完善线上和线下的医疗网络，可以为客户提供更
好的医疗服务体验。好医生亦在进行医疗服务的产品创新，使得寿险和平安好医生的合作
路径更加多样化。比如，2019年推出了新产品“平安好医生私家医生会员”。 

平安正探索构建健康医疗生态圈，深度参与医疗体系，搭建服务政府、医院、医护人员、
患者的医疗网络，对寿险主业的赋能有望继续深化。 

图 6：平安好医生的医疗网络  

 

资料来源：根据平安好医生官网、新浪网等相关新闻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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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平安集团健康医疗生态圈  

 

资料来源：平安集团开放日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1.3. 太保健康医疗服务 

“服务赋能”是太保转型 2.0的重要方向之一，太保致力于打造“保险+健康+养老”生态
圈，其中，“太保蓝本”医疗服务、“太保妙健康”健康互动计划、“CWI健康体验中心”
智能健康管家构成面向客户的“保险+健康”生态圈，助力客户健康服务增值。目前“太
保蓝本”已全面向队伍推动，植入代理人标准销售流程，成为获客的重要工具；其他两个
项目还处于总体布局阶段。 

 

图 8：太保“保险+健康+养老”生态圈 

 
资料来源：太保开放日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太保蓝本”是“保险+健康”服务生态圈的重要载体，自 2019年推出以来，已累计覆盖
约 1000万人。“太保蓝本”打造的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包括：1、无门槛即可享受的重
疾绿通服务，作为代理人获客工具；2、特定医疗险享受的服务，提升客户从短险向长险
的转化；3、长险客户可享受的医疗特权服务，有助于推动长险件均的提升及客户加保。
其中，太保蓝本医疗特权服务提供升级版的医疗服务，为不同保费级别的客户提供覆盖诊
前、诊中、诊后的医疗协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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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太保蓝本”服务体系 

 

资料来源：太保蓝本服务手册，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0：“太保蓝本”医疗特权服务内容 

 

资料来源：太保蓝本服务手册，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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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太保蓝本”医疗服务对接资源 

 

资料来源：太保蓝本服务手册，天风证券研究所 

 

另外，太保推出“生命银行”项目撬动中高件均产品销售。“生命银行”项目是太保为客
户打造的高端健康管理项目，通过高保真技术将健康的种子细胞储存，未来用于肿瘤治疗、
抗衰老和精准预防，主要面向高端客户。 

 

 

1.4. 友邦健康医疗服务 

友邦医疗健康服务的优势在于自建医疗网络及海外高端医疗资源。友邦打造了一支拥有医
生及护士从业背景的自有专属服务团队，依托友邦已经签约的近 650家优质医疗机构资源
网络，由重疾专案经理根据客户的不同情况，为其提供优质医疗资源安排，消除中间中介
环节，保障客户高品质的服务。友邦海外高端医疗资源主要对接高端医疗险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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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友邦健康医疗服务 

 

资料来源：根据公司官网、官方微信平台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1.5. 中国人寿健康管理服务 

“蛮牛健康”是中国人寿和万达信息合作后首个重点孵化的健康管理服务战略项目，聚
焦科技化的健康管理和精准的保险服务，利用“互联网＋”手段，围绕健康筛查、健康
计划、医疗服务、健康商城、生活检测、金融保险六层核心架构体系，提供全面健康管
理并构建医疗服务新生态体系。近期国寿发布了新的保险产品“糖安宝”，运用了“蛮
牛健康”的健康管理技术。“糖安宝”是一款保险保障与控糖管理相结合的新型健康险，
购买成功的客户能通过万达信息“蛮牛健康”APP免费享受到保险期间健康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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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蛮牛健康”业务架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寿官网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2. 养老服务 

保险资金投资养老地产具备先天优势，通过投资养老产业，协同和联动负债端与投资端。
养老社区投资与保险资金负债久期长的特性相匹配，虽然盈利周期较长，但更重要的是对
于保险产品销售的带动作用和对于医疗健康资源产业链的整合作用。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
区有三种模式：1）重资产投入模式，依托集团的资产优势投入资金自建养老社区项目，
这种模式取决于公司的资产规模，保险公司的角色往往是“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合
为一体。典型模式是泰康、太保、国寿。2）轻重资产相结合的模式，部分养老社区自建，
同时与第三方签约合作或者以股权投资养老机构，典型代表为太平、合众。3）第三种是
纯轻资产模式，即全部与第三方合作的模式，通过第三方现成的养老床位数来实现资源互
换，典型代表为光大永明汇晨养老社区。 

除友邦外，各公司均在布局养老产业，以助力高端客户经营。太平、国寿、新华均有养老
社区实体建成，其中太平带动销售的效果相对较好，新华养老社区入住权未与保险产品挂
钩。太保、平安还未有养老社区建成，太保养老社区成都、大理的项目将于 2021年建成，
目前太保通过样板间的方式带动销售，截至 2020 年中，“太保家园”入住资格函累计发
放量已经突破万份。 

在我们的《“保险+养老社区”：布局养老产业，抢占蓝海市场，提升保险服务覆盖度》
中对于养老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有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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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保险公司养老社区布局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公司官网、中证网、新浪网等相关新闻信息整理，天风证券研究所 

3. VIP服务 

VIP 服务是保险公司为满足一定保费标准的客户提供的差异化、分层次的服务。目前大型
公司 VIP权益主要包括体检服务、就医服务、急难救助、医疗关怀等，相对于普通客户的
健康医疗服务，增加了体检服务、特需高端医疗安排、急难救助、就医关怀等升级服务。
平安、太保、友邦的服务相对更加丰富，除上述服务之外，还提供了机场贵宾、商旅娱乐
协助等生活服务。友邦的服务更能凸显差异化以及更切合高净值人群的需求，即友邦提供
了法律、税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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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各公司 VIP服务对比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4. 投资建议 

负债端大概率已度过最差的时候，短期和长期均可看到改善态势。短期方面，开门红提前
带来“开门红则全年红”，构成有力催化。展望长期，平安和太保的长期转型措施主动让
渡了短期保费的市场份额，但将提升长期竞争力。太保、平安、友邦差异化服务的领先布
局有望在未来带来破局。我们判断，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友邦保险有望率先走出低谷，
我们更加看好其 2021年 NBV同比增速。重点推荐太保、平安；建议关注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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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居民收入预期修复不及预期：疫情导致国内经济压力增加，叠加海外疫情仍然具有不
确定性，亦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压力，若居民收入预期修复不及预期，将会影响保险需求
的修复。 

2）差异化服务布局进度不及预期：健康医疗产业和养老产业布局难度较大，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布局情况或会慢于预期。 

3）保障型产品销售不及预期：若局部地区疫情反复，代理人线下展业受限，消费者未来
收入预期悲观，后续保障型产品销售可能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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