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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网友认为网络互助
可以满足个人保障需求

截至 9月 18日 11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30 块钱的飞机延误险，最后
保险公司能拿到的不到 5 块钱，
其他费用都是保险销售的渠道成
本。 ”一位网络互助平台的负责人
说道，“保险之所以卖得贵， 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中间销售环节多，
成本高， 而且很多保险的准入门
槛相对也比较高， 这就在客观上
造成了公众主动购买保险的欲望
并不强烈，保险普及率比较低，即
便是保险公司内部从业人员，也
有很大一批并没有购买保险。 ”

2016年，一种叫“网络互助”的
模式开始迅速发展，一时间各种各
样的网络互助平台出现。而在很多
人看来，网络互助的本质其实与国
外的互助保险（或称“相互保险”）
非常相似，它继承了相互保险的一
些模式特点，如组织形式、管理办
法，也根据中国保险市场的特点和
当前的监管环境做了一些变更。

纵观当前各网络互助平台推
出的互助计划，模式大体相同，均
采用费用均摊的方式， 如所有加
入互助计划的会员均需缴纳一定
的费用， 所有的费用将形成互助
资金池， 如果其中一人发生互助
计划保障范围内的情况， 互助平
台将从互助资金池中拿出预先约
定的互助保障资金给予受助人，
而该笔资金将按照目前互助计划
拥有的会员人数进行均摊。

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 2016 年
超过 22 家投资机构对网络互助
平台进行投资， 累计投资金额超
过 3 亿人民币。 在业内人士看来，
之所以会有如此多资本集中式涌
入， 是希望从保险行业分一块蛋
糕。 此前对于传统保险行业，无论
从渠道或资金准入门槛上， 绝大
多数资本都很难介入， 而网络互
助被看做是可以通往这块觊觎已
久的蛋糕的快速通道。 而随着资
本的快速介入， 也催生出了各平
台之间激烈竞争， 各类互助计划
不断出现，有的保障范围扩大，有
的理赔金额很高。

2017 年， 保监会陆续开展了
关于网络互助计划的专项整治活
动， 在明确界定网络互助不是保
险的情况下， 对所有的网络互助
平台提出明确要求： 不得已任何
形式承诺风险保障责任或诱导消
费者产生保障赔付预期， 不得使
用任何可能诱导消费者差生预期
的宣传手段， 平台要向公众声明
“互助计划不是保险”，“加入互助
计划是单项的捐赠或捐助行为，
不能预期获得确定的风险保障”
等。 此后，平台陆续发停止互助计
划的公告，但业内人士表示，一些
平台之所以关闭， 是因为在平台
运营过程中， 没有寻找到盈利模
式，且没有资本的支撑，所以被迫

关停，并对互助行业持乐观态度。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网络互

助本身尚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互
助计划本身并没有像传统商业保
险一样严格的精算，且在财务储备
和赔付能力方面存在风险；但也有
人认为目前网络互助平台低门槛、
便捷式的加入以及保障范围的灵
活性，在当前正好满足绝大多数人
的需求，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这样的保障方式。

对此，《公益时报》联合新浪公
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益推出本期
“益调查”———网络互助计划，保险
外的另一种选择？ 结果显示，近
52.04%的网友购买或加入过网络
互助计划。

对于网络互助是否能满足个
人保障需求方面， 有 62.65%的网
友持肯定态度， 认为互助计划可
以满足个人保障需求， 但也有
37.35%的网友持反对态度。

而现阶段对于网络互助哪方
面最为担心，43.57%的网友选择了
网络互助平台， 对平台的可靠性
作为其考虑重点；42.45%的网友表
示担心资金安全问题；13.98%的网
友则最担心是否能及时赔付。

对于网络互助是否能成为商
业保险的补充这一问题，56.43%的
网友表示可以作为有效补充 ，
31.02%的网友表示反对。

网友留言：

40人获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第二十次全体会议审定，2017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揭
晓，40名来自脱贫攻坚一线的人士获奖。 其中，向长江
等 10人获得“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马锁安
等 10人获得“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王绍据
等 10人获得“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左文学
等 10人获得“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点评：获奖者有农民、村干部 、第一书记 、党政机
关干部、专家学者、国企负责人、民营企业家 、社会组
织代表和军人，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
工作。

我国近 3000 万残疾人得到不
同程度康复

据新华社消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残疾人生存
与发展状况发生巨大变化， 残疾人康复状况显著改
善，近 3000 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康复。 最近的五年
间，我国 440 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扶持 100 万
城镇残疾人就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惠及 2000 多万残疾人。

点评：残疾人需要的不仅是有衣穿有饭吃 ，还需
要真正地融入社会，才能真正过得有尊严。

马云蔡崇信为达成公益承诺
将售股 2100 万股

据新华网消息，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与
执行副主席蔡崇信的关联实体及慈善基金会今日签
订 10b5-1 售股计划： 从签订满一个月后即 10 月开
始，按照事先确定的条款，在 12 个月内马云将出售最
多 1600 万股，蔡崇信将出售最多 550 万股，用于达成
公益慈善承诺及一般财富规划。

点评： 从 2014 年宣布捐赠股权成立公益信托基
金到此次确定售股计划， 既显示出大额捐赠的复杂
性，也说明公益慈善的专业性。

我国生活垃圾年产量
超过四亿吨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针对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
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建国近日指出：“每
年，我国城市垃圾产生量已经大于两亿吨；还有 1500
多个县城产生了接近 0.7 亿吨的垃圾； 至于村镇垃圾
方面，由于村镇数量太分散，暂无准确统计数据。 总体
来看，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在四亿吨以上。 ”

点评：要避免垃圾围城 ，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必
须得到真正的落实，而这应该是环保公益组织努力的
主要方向之一。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9月 12日 中国人保财险江苏省分公司 100万元 精准扶贫项目 江苏省慈善总会

2017年 9月 1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万元 建设会宁红军小学 甘肃会宁县

2017年 9月 17日 陈发树 2亿元 教育事业 闽江学院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2017 年 9 月 17 日)
（制表：王勇）

2015 年，为了庆祝全球骨髓（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超过 2500 万人份， 世界骨髓捐献者协会发出全
球倡议：将每年 9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定为“世界骨髓
捐献者日”。 2017 年 9 月 16 日即是第三个“世界骨髓
捐献者日”。 图为台湾公益组织举办的验血、骨髓捐赠
宣传劝募活动，以一对一说明捐赠方式、流程、后续守
护、追踪回访等的方式，帮助民众打消因不了解而产
生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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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 ： 网络互助的
春天已经到来。

妮可 ： 我加入了网
络互助计划 ， 但我也买
了商业保险，不冲突。

老人与海 ： 互助计
划太多了 ， 很多保障范
围大而全 ， 不得不让人
对其能力产生怀疑。

傻瓜先生 ： 网络互
助平台炒作大于实质 ，
风险其实挺多的。

1、你是否加入过某一类的互助计划？
A、加入过。 52.04%

� � B、没有加入过。 47.96%

2、你认为网络互助是否能满足个人保
障需求？

A、能。 62.65%
� � B、不能。 37.35%

3、对于网络互助，你最担心的问题是？
A、平台是否可靠。 43.57%

� � C、资金是否安全。 42.45%
� � D、赔付是否及时。 13.98%

4、你觉得网络互助是否能成为商业保
险的补充？

A、可以。 56.43%
� � B、不可以。 31.02%
� � C、不确定。 1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