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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发布首份《中国健康保障行业研究报告》

轻松筹各项数据领跑行业
� � 2018 年 6 月 26 日， 艾瑞与
轻松筹在京正式发布了国内首
份《2018 年健康保障行业研究报
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团
委书记韩璐、艾瑞咨询研究总监
崔伶丽、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
COO 于亮、轻松筹市场 VP 马孝
武、艾瑞资深分析师王睿、艾瑞
资深分析师田园等嘉宾出席并
共同探讨了我国健康服务产业
的发展及机遇。 在发布报告的同
时，与会者以国内最大的健康保
障平台———轻松筹为例，深刻剖
析了健康保障行业发展现状及
未来趋势。 为满足民众对多元化
就医需求及健康品质生活的追
求，轻松筹还联合国内健康组织
引入健康生活新理念，并在会上
进行了启动仪式。 未来轻松筹将
联合健康组织开展一系列线上
线下活动，将健康理念、健康服
务普及到更多家庭，为助力全民
健康生活得到长久保障迈出坚
实的一步。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 COO
于亮表示，健康保障行业作为一
种新兴并且保持快速增长的行
业，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
高、健康意识增强，地位也明显
提高，如今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

“刚需”。 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
展，让“互联网+公益”成为了健
康生活的发展方向，催生传统健
康业向健康保障线上过渡，同时
也推动健康保障行业与科技技
术行业深化结合。

中国健康保障行业报告发布
全新一站式健康体验形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日益凸显，大病医疗的问题也愈
发严重。 据《2018 年健康保障行

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的
基本医保（包含新农合）覆盖率
较广， 但是总体参保率仍较低，
这主要源于人民收入水平影响，
城镇职工低收入人群的覆盖率
为 10%，较全人口的覆盖率 21%，
存在一倍以上的差距。 不难发
现，即便是在拥有基本医保的条
件下，大部分民众尤其是绝大多
数低收入人群都难以负担得起
一场大病所带来的诊疗开销费
用。 因此，众人分摊风险，互相提
供健康保障俨然成为未来社会
的刚性需求。

作为国内健康保障领域的
领军企业，轻松筹自 2014 年 9 月
成立至今，将目标聚焦在公众健
康保障领域，搭建起涵盖大病救
助、轻松互助、轻松 e 保、轻松公
益等的全面健康保障体系，帮助
用户分摊大病风险。 其中，“大病
救助”的健康风险管控解决方案
自上线后，得到了用户及行业的
极高肯定，截至目前，轻松筹在
全球 183 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
用户总数突破 5.5 亿， 帮助超过
160 万个家庭筹集善款总额超过
200 亿，筹款额居行业榜首，是行
业第二名的 8 倍；由公益基金会
监管的轻松互助业务，具有互惠
互利的特点，用户可通过预存 10
元加入互动成为会员，如会员遇
病时，其他会员会在互助金中均
摊医疗费， 帮助其渡过难关；轻
松筹经过长期业务经验发展，不
仅积累了大批潜在保险消费者，
同时还具有健康保障意识培养
和场景式营销、长期经营的用户
口碑和信任、个性化的产品选择
等优势，使得轻松 e 保一经上线
就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目前，轻
松 e 保的用户已突破 500 万，在
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增强了保

险用户的二次购买意愿。 轻松筹
旗下轻松互助、轻松 e 保业务同
样领跑行业，轻松互助增速是行
业第二名的 5 倍， 轻松 e 保首创
场景式营销，是互联网健康险第
一平台，多元化的产品组合打造
了一个涵盖事前保障和事后救
助的全面健康保障体系，借助场
景化营销模式，形成了可持续的
良性商业模式。

报告还显示，医疗需求具有
即时性和突发性，在面对重大疾
病和意外的大额筹款需求时，社
会保险难以覆盖，商业保险价格
昂贵，广大用户难负担或不愿支
付，因此对于筹款速度和效率的
要求很高。 基于整个行业壁垒，
相较于传统的健康保障业，轻松
筹依托了互联网、 社交网络、大
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突出高效
即时、信息透明、筹款额度大、普
惠、 高性价比和定制化等优势，

构建了“公益+技术”的保障模式
布局。 通过强社交关系，定向筹
款，同时将人工智能技术及区块
链技术应用在快速审查筹款人
信息，及大病众筹流程的资金和
动作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等方
面，不仅便于用户操作，还有效
地推动了筹款的使用率，赢得了
广大网民的信任，成为受到互联
网一代年轻人热衷的解决方案。

轻松筹发起健康生活倡议
赋能人民高品质生活

据预测，未来十年，受环境
污染、工作压力增大、人口老龄
化等因素影响，各种慢性疾病的
发病率仍将呈快速上升趋势。 为
解决中年危机带来的疾病、经济
压力， 唤醒用户的健康保障意
识，发布会上，轻松筹联合国内
健康组织发起了健康生活倡议

理念。 唤醒民众的健康保障理
念，使全民健康品质生活得到提
升。

韩璐表示，很高兴能够携手
国内领先健康保障企业轻松筹
共同倡议此次健康生活启动仪
式。 希望通过本次合作，共同携
手打造创新、绿色、健康的生活
新方式，让健康与绿色赋能人民
的美好生活。

轻松筹通过几年来专业领
域的沉淀，已全面覆盖国内健康
保障服务。 未来，轻松筹全面健
康保障体系将继续利用先进的
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通过科技力量整合行业数据，连
接医疗健康机构、 社交平台、实
现互通互联，从而进一步提升风
险控制能力，完善并创新健康保
障服务体系，保证用户流量和粘
性，为人民提供高效、实惠的健
康保障方案。 （高文兴）

2018 年 6 月 24 日，2018 年
中国慈善教育高峰论坛在珠海
举行，当天还同时举行了“慈善
教育六周年”图片展。 论坛邀请
国内高校知名教授、相关政府部
门负责人、慈善界代表等 60 人，
共同研讨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
慈善教育发展状况及取得的成
就。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
长王名、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
长席酉民、北师大珠海分校校长
涂清云、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执行
副理事长邹蔚和上海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卢汉龙等
出席了论坛。

2012年，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网、 北师大珠海分校
三方合作， 建立了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
心（以下简称“中心”），在全国率
先开展公益慈善领域本科层次专
门人才的培养， 开启了现代慈善
教育的先河，打造了“全国首创、

公益黄埔”的金字招牌。
经过六年的发展，该中心已

培养超过 270 名学生，在探索国
内慈善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上
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行业内产
生广泛的影响，办学模式和学生
素质都得到业界的高度肯定。 为
回顾、总结与反思近年来中国慈
善教育发展现状，展望新时代中

国慈善教育的总体方向，探索创
新中国慈善教育国际化和本土
化融合之路， 基金会中心网、上
海宋庆龄基金会、北师大珠海分
校共同举办此次 2018 年中国慈
善教育高峰论坛。

论坛发布了北师大珠海分
校公益慈善本科层次专业人才
培养项目评估报告，分享了慈善

实战经验，来自学术界、实务界
以及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分别就
慈善教育的“珠海模式”进行了
点评与探讨，并就如何推动全国
慈善教育的发展进行了交锋式
对话。

据了解，该中心坚持国际化
办学方针，与全球第一家设有慈
善学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的美
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
学院签署师资共享合作协议，后
者每年委派专业教师来珠海任
教。

在国内相关专业师资极为
短缺的条件下，学校为尽早启动
公益慈善专业教育，在教师配备
上，采取了“专兼结合、兼职为
主”的战略，聘任了多位来自北
京、上海、深圳以及港澳台地区
的学者为中心学生授课，其中教
授 4 人、副教授 10 人、讲师（助
理教授）9 人， 主要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央财经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民政部培训中心、华南师范
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纽约
佩斯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

此外，中心还聘任了来自中
华职教社、中国福利会、上海宋
庆龄基金会、壹基金、北京市桂
馨慈善基金会的业内专家参与
到教学工作中来，担任实践性课
程教学任务，从师资上实现了跨
界协同培养的教育目标。

与会嘉宾高度肯定了“慈善
教育珠海模式” 的有益探索，对
推动国内慈善教育本土化积累
了重要的经验。 下午的分论坛设
置了“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与慈
善教育”“慈善通识教育合作网
络与课程建设” 两个分论坛，与
会嘉宾共同探索了慈善教育融
入通识教育的可能性以及慈善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等议题。

（皮磊）

2018 年中国慈善教育高峰论坛在珠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