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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世界500强安联集团，是集救援与保险解决方案于一体的世界领

先B2B2C服务提供商，致力于在国际健康与生活、旅行保险、汽车与

救援专业领域提供全球保障服务。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安世联合

的创新专家致力于提供面向未来的高科技，高触感的产品和服务，提供

超越传统保险的全球解决方案，赋予保险服务全新的意义。通过安联救

援，安联汽车，安联旅行及安联健康四个商业品牌，我们的创新解决方

案与合作伙伴的业务实现无缝衔接，亦面向客户直接销售。我们的业务

遍及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21,500名员工，提供70种语言的

服务，每年成功处理超过6,500万个案件，专注于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

供贴心保障。

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的建议：
保险公司的
风险和机遇





随着人们对全球碳排放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不断增加，汽车行业一直面临

着政府要求开发替代燃料汽车的压力。为了限制道路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

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国家法规不断出台。消费者始终沉浸在能源价格上涨引起

的油价之痛中，经济压力也随之加大。最近，布伦特和纽约原油价格均徘徊

在70美元/桶左右。彭博社（Bloomberg）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最

终导致中国司机每升汽油花费约1.15美元，相当于日均工资的4.36％。①值得

注意的是，其影响波及全球大部分地区，德国的原油价格上涨至每升1.70美

元，美国则为每升0.83美元。此外，自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原油价格一直呈

上升趋势，并预计将在近中期内持续。油价上涨，政府对替代燃料汽车的补

贴，消费者对替代燃料汽车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些因素都促使汽车行业革新

重构。

新能源汽车（EV）已成为传统燃油（ICE）汽车最成功的替代品之一。新能

源汽车的种类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EV）、电池电动汽车（BEV）②和

燃料电池汽车（FCV）。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电池电动汽车已成为全

球市场的销售主力，部分原因在于其燃料组件是可以轻松充电的大型电动机

电池。在全球范围内，已售出超过160万辆商用和家用新能源汽车（包括插

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其中2017年中国的销量超过60万辆，居全

球首位。预计到2020年，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将达到每年140万辆。这

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为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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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彭博社（Bloomberg）2018年8月18日的研究报告

     BEV有时被称为Pure EV（纯电动汽车）

①

②



快速发展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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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技术风险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金融风险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监管风险

与任何新市场一样，制造商、消费者、政府和      

保险公司等市场参与方均存在风险。安世联合的

研究表明，新能源汽车市场中现有的最为突出的

风险大致可分为三类：技术风险、金融风险和      

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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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技术风险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要风险因素是为汽车电动机提供动力所需的电池。对保

险公司和消费者而言，电池对风险的影响主要与电池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关。

新能源汽车中电池的能量密度和质量迅速提高，意味着后期新能源汽车电池

的残值容易迅速下降。目前，新能源汽车没有普遍通用的折旧公式，从而影

响保费定价和索赔成本，给保险公司带来风险。同时因为难以对车辆进行准

确定价，这也给在二手市场上销售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带来了风险。此外，

因为消费者很担忧关键部件电池的折旧，电池的质量和能量密度经过更新换

代，将使二手电动车市场持续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

新能源汽车电池带来的另一个风险是安全风险，尤其是磷酸铁锂（LFP）电池

的安全性。虽然锂离子电池整体上为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料汽车之间的竞争

打下了相当稳固的基础，但就续航能力而言，世界各地都发生过很多由磷酸

铁锂电池引起的受伤、死亡和全损事故。由于充电操作不当导致电池过热，

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最终导致全损（或接近全损）事故，例如2015年4

月深圳有一辆新能源公交车在充电时起火。碰撞时也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电池

故障，例如德国一位新能源汽车驾驶员撞上瑞士高速公路的中间隔离带，引

发电池点燃，导致车辆受损和驾驶员死亡。电池安全性能可能会让保险公司

面临更多风险。

对保险公司和
消费者而言，         
电池对风险的
影响主要与电池
技术的快速发展
有关。



金融风险

新能源汽车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二手车市场的滞后性和政府补贴

的下降。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技术发展迅速，许多消费者在购买二手新能

源汽车时犹豫不决。潜在消费者表达的最大担忧之一是电池将更快失效，意

味着昂贵的更换费用。再加上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有很多明显的好处(比如升

级的装饰选)，因此导致了大多数消费者选择购买新车。此外，具有更高续航

能力的新型新能源汽车往往享有更高的政府补贴。近年来，政府对新能源汽

车的补贴总体有所下降，这为其他类型的车辆所有模式创造了条件。例如消

费者只购买新能源汽车底盘，并从第三方那里租赁电池。由于双方所有权机

制可能会使索赔流程复杂化，为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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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            
的金融风险主要
来自两个方面：
二手车市场的滞
后性和政府补贴
的下降。

监管风险

围绕新能源汽车的政府监管法规是各方需要面临的另一个风险。例如，政府

对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的要求不断变化，就意味着制造商必须争相寻找电池

解决方案去满足新的要求，因此制造商可能会缩短传统的研发过程或采用

较轻的汽车底盘。减少的政府补贴抑制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并削弱了二手

市场。此外，监管机构在保险条款上缺乏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具体指导，保险

公司通常会对新能源汽车采用略微修改过的传统燃油汽车保险条款。正因为

如此，保险公司额外承担了与新能源汽车保险需求并不匹配的风险。新能源

汽车需要与之特点匹配的保险条款提供适当程度的保障，这个问题因双方所

有权机制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复杂。其他的监管风险涉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

基础设施补贴，这可能是限制新能源汽车行驶里程范围的最大因素;集中管

理的车联网信息数据库可以提供更广泛的服务，比如更多元化的道路救援服

务，但这无形中增加了数据泄露而造成的隐私风险; 此外，由于基于应用程序

（APP）的乘车/共享应用程序的迅速崛起，缺乏监管的自动驾驶汽车(AV)市

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与新能源汽车市场形成共生关系。

围绕新能源汽车的政府       
监管法规是各方需要面临
的另一个风险。

尽管如此，上述风险也为保险公司和监

管机构在控制风险、促进创新、推动采

用有助于减轻全球各地交通拥挤及城

市中心污染的车辆等方面的合作带来了

新机遇。



一般性建议：

由于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差异很大，我们认为其相应的保险条款必须加以

修正，以满足其独特的需求，扩大保险范围。例如，建议增加新能源汽车车

损险的保险责任覆盖范围: 在更换电池的情况下，采用“以旧换新”规则，对

旧车给以更高的折旧率（而不是传统燃油汽车相应的7.5%）;增加关于电池性

能损害的条款，包括因电池损坏导致的间接损失。对于第三者责任险，建议

增加明确充电站责任和医疗援助的条款。对于附加险，建议增加与网络攻击

相关风险的条款;全损导致的车辆更换的相关条款;全损情况下车辆重新上牌费

用的相关条款;被保险车辆因电击而受损相关条款;有限的电池保修相关条款;

与汽车牌照相关的条款等。此外，建议开发全行业普遍通用的折旧公式，对

旧车给以更高的保值率，其中也包括了清理费用，以便在更换电池时涵盖回

收成本。

定价建议: 

建议中国的保险公司根据工信部新能源汽车远程信息处理监控系统中的信息

来查询、收集和分析数据，作为保单定价的依据。保险公司至少应考虑地理

人口统计和新能源汽车使用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更好地管理风险。同

时，随着行程共享和双方所有权机制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中越来越普遍，建议

全面分析车损与这两项风险因素的关系。基于这一分析，可能需要制定新的

保单条款和保险范围选项来保护消费者和保险公司的权益。新能源汽车通常

依赖专有技术，将导致事故发生后的维修成本增加，尤其是对于征收关税的

进口汽车。为帮助控制保险公司的风险，建议全面了解零件采购和定价及其

对维修成本造成的影响。

关于新能源
汽车市场机会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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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研究，本报告将向监管

机构和保险公司提出基于新能源汽车市场机遇的

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分为一般性建议、定价和

风险建议以及保险相关建议。

政策建议：

建议保险公司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新能

源汽车产生的独特需求。这将帮助保险

公司更有效地管理风险和控制成本，同

时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此

外，建议从用于燃油汽车的保单分类调

整为更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特性的分类。

在中国，保险公司应该在风险模型中加

入新的因素，比如新能源汽车类型(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和纯电动汽车

BEV)、进口状态、品牌/型号和主要城

市层级风险。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权分

离、车联网相关的网络风险和电池问

题，尽管会带来新的风险，但通过产品

的改进也会带来机会并提升服务。总而

言之，我们建议保险公司更新保单条款

从而满足新能源汽车司机的需求。研究

表明，新能源汽车显现出的风险组合与

传统燃油汽车有显著差异，因此稍加修

改的燃油汽车保单条款形式并不足以保

护消费者以及进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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