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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准备要颠覆车险业？

88 月月 1515 日日，，第二届网上第二届网上

车市车市““技术品牌营销论坛技术品牌营销论坛””

在上海举行在上海举行。。作为作为20202020年中年中

国汽车论坛的国汽车论坛的 88 场主题论坛场主题论坛

之一之一，，本届论坛由中国汽车本届论坛由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工业协会 （（CAAMCAAM）） 主办主办，，

网上车市承办网上车市承办，，吸引了众多吸引了众多

企业领袖企业领袖、、行业精英和专业行业精英和专业

媒体人到场媒体人到场，，共话汽车技术共话汽车技术

品牌打造和营销之道品牌打造和营销之道。。

本届论坛以本届论坛以““如何打造如何打造

一个让消费者听得懂的技术一个让消费者听得懂的技术

品牌品牌””为议题为议题，，通过聚集行通过聚集行

业内有代表性的企业业内有代表性的企业、、媒体媒体

嘉宾嘉宾，，同堂交流意见同堂交流意见、、碰撞碰撞

观点观点，，有助于化解当前的逆有助于化解当前的逆

境境，，进而推动汽车强国建进而推动汽车强国建

设设。。在企业嘉宾演讲环节在企业嘉宾演讲环节，，

来自长城汽车来自长城汽车、、中国一汽中国一汽、、

丰田汽车丰田汽车、、东风日产和长安东风日产和长安

马自达的车企代表向大家介马自达的车企代表向大家介

绍了各自企业在技术品牌打绍了各自企业在技术品牌打

造方面的相关情况造方面的相关情况。。他们一他们一

致强调核心技术对于品牌力致强调核心技术对于品牌力

提升的战略价值提升的战略价值。。在随后的在随后的

圆桌论坛环节圆桌论坛环节，，与会嘉宾针与会嘉宾针

对技术品牌如何与当下的消对技术品牌如何与当下的消

费者沟通费者沟通、、互动互动，，以及企业以及企业

在打造技术品牌的过程中如在打造技术品牌的过程中如

何解决困难等关键议题何解决困难等关键议题，，分分

享了各自的宝贵经验享了各自的宝贵经验。。

（李文）

杨帆：意味着巨大的车意味着巨大的车

险收入和利润险收入和利润。。20182018--20192019

年年，，特斯拉手握车机数据自特斯拉手握车机数据自

降车险保费降车险保费，，保险毛利润预保险毛利润预

计仍能达到计仍能达到8080%%。。

首先首先，，按照特斯拉的按照特斯拉的

100100万辆保有量计算万辆保有量计算，，如果如果

5050%%车主选择特斯拉的保险车主选择特斯拉的保险

业务业务，，按照车均按照车均 10001000 美元美元

车险保费计算车险保费计算，，即便所有保即便所有保

费都降低费都降低2525%%，，那么特斯拉那么特斯拉

保险每年能收入约保险每年能收入约 33..55 亿美亿美

元保费元保费。。基于其事故概率基于其事故概率，，

综合粗略估算每年去掉赔付综合粗略估算每年去掉赔付

款收入约为款收入约为 22..88 亿美元亿美元 （（未未

去除运营成本去除运营成本）。）。与美国保与美国保

险行业毛利润比例约为险行业毛利润比例约为3434%%

（（750750 亿美元亿美元//22202220 亿美元亿美元））

相比相比，，特斯拉保险毛利润比特斯拉保险毛利润比

例为例为8080%%（（22..88亿美元亿美元//33..55亿亿

美元美元）。）。

在开源的同时在开源的同时，，特斯拉特斯拉

将享受节流带来的收益将享受节流带来的收益。。和和

传统保险公司相比传统保险公司相比，，特斯拉特斯拉

的成本会小很多的成本会小很多。。保险有两保险有两

大成本大成本，，即赔付费用即赔付费用、、广告广告

成本成本。。以中国平安为例以中国平安为例，，根根

据保险文化数据据保险文化数据，，20172017 年年

中国平安的广告费用达到了中国平安的广告费用达到了

200200亿元亿元。。特斯拉保险一方特斯拉保险一方

面不需要广告费用面不需要广告费用，，通过特通过特

斯拉的生态就能精准送达用斯拉的生态就能精准送达用

户户；；另一方面几乎不需要单另一方面几乎不需要单

独的销售人员独的销售人员，，车主在购车车主在购车

之时或者在网上花费几分钟之时或者在网上花费几分钟

即可完成签约保险服务即可完成签约保险服务。。

本报记者 甘文嘉

20192019年年44月月，，一群来自一群来自

博世博世、、大陆大陆、、海拉的科技人海拉的科技人

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

了一起了一起，，注册成立了苏州海注册成立了苏州海

之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今今

年年88月月1212日日，，海之博智能制海之博智能制

造基地正式投产造基地正式投产，，朝着成为朝着成为

国内智能制动产品核心供应国内智能制动产品核心供应

商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脚商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脚

步步。。

汽车电子制动产品汽车电子制动产品，，如如

防抱死制动系统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ABS）、）、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ESC/ESC/

ESPESP）） 等配套市场大多被国等配套市场大多被国

际零部件企业垄断际零部件企业垄断。。作为科作为科

创企业创企业，，海之博直接与国际海之博直接与国际

公司同台竞技公司同台竞技，，有多少胜有多少胜

算算？？纵观中国汽车技术发展纵观中国汽车技术发展

历程历程，，早先的内燃机电控早先的内燃机电控，，

一度被国际公司垄断一度被国际公司垄断。。在电在电

动助力转向动助力转向EPSEPS产品上产品上，，本本

土公司赢得了一定的突破土公司赢得了一定的突破，，

并在市场上取得了一席之并在市场上取得了一席之

地地。。作为智能驾驶的作为智能驾驶的““硬骨硬骨

头头”，”，制动线控化势在必制动线控化势在必

行行。。海之博首席执行官海之博首席执行官、、创创

始人张全慧博士表示始人张全慧博士表示，，线控线控

制动是汽车技术迭代上的一制动是汽车技术迭代上的一

个技术瓶颈个技术瓶颈，，也是中国汽车也是中国汽车

人能把握的宝贵机会人能把握的宝贵机会，，必须必须

紧紧抓住紧紧抓住。。

事实上事实上，，得益于近十多得益于近十多

年来中国汽车人的技术积年来中国汽车人的技术积

累累，，加上自主品牌整车企业加上自主品牌整车企业

的成长的成长，，自主研发线控制动自主研发线控制动

技术的土壤更好了技术的土壤更好了。。一方一方

面面，，整车企业对技术把控的整车企业对技术把控的

力度越来越强力度越来越强，，其自主定义其自主定义

汽车的电气汽车的电气//电子架构电子架构、、开开

发增值服务发增值服务，，需要供应商开需要供应商开

放软件放软件，，国际品牌一级供应国际品牌一级供应

商由于技术保密等原因商由于技术保密等原因，，很很

难积极配合难积极配合。。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市市

场竞争的加剧使得整车企业场竞争的加剧使得整车企业

对成本控制越来越严格对成本控制越来越严格，，对对

供应商的开发费用供应商的开发费用、、匹配测匹配测

试费用及供货成本要求极试费用及供货成本要求极

高高，，原先打包供货的模式逐原先打包供货的模式逐

步被分拆供货所取代步被分拆供货所取代。。简言简言

之之，，开放软件开放软件、、分拆供货给分拆供货给

汽车供应链带来变革汽车供应链带来变革，，给国给国

际品牌供应商带来新挑战的际品牌供应商带来新挑战的

同时同时，，也为具有研发能力也为具有研发能力、、

生产品质管控生产品质管控，，以及成本优以及成本优

势的本土企业提供了机会势的本土企业提供了机会。。

在海之博的核心团队在海之博的核心团队

中中，，有有44位博士位博士，，并有并有33位位

是汽车行业标准委员会成是汽车行业标准委员会成

员员，，团队骨干均参与过线控团队骨干均参与过线控

制动系统的全球平台开发制动系统的全球平台开发。。

其中其中，，软件总监有软件总监有 2020 余年余年

ABSABS、、ESPESP 软件开发经验软件开发经验，，

是国内最早实战过是国内最早实战过 FOTAFOTA

（（移动终端空中下载软件升移动终端空中下载软件升

级技术级技术））项目的专家项目的专家。。张全张全

慧表示慧表示，，基于这样的团队基于这样的团队，，

海之博有信心啃下汽车海之博有信心啃下汽车““新新

四化四化””发展必须突破的发展必须突破的““硬硬

骨头骨头””———电子真空泵和智—电子真空泵和智

能助力器能助力器，，为客户提供具有为客户提供具有

自主核心技术自主核心技术、、敏捷可靠敏捷可靠、、

舒适节能的制动解决方案舒适节能的制动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海之博海之博

在争分夺秒地推进研发在争分夺秒地推进研发、、量量

产进度产进度。。目前目前，，电子真空泵电子真空泵

已经实现量产已经实现量产，，智能助力器智能助力器

也已经处于整车匹配试验环也已经处于整车匹配试验环

节节。。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助智能助

力器力器 HiBoosterHiBooster 采用全新设采用全新设

计的开放式软件架构计的开放式软件架构，，客户客户

（（主机厂主机厂）） 可以进行系统的可以进行系统的

远程标定和更新远程标定和更新，，终端用户终端用户

也能够通过远程来在线修改也能够通过远程来在线修改

配置配置，，以享受更多的以享受更多的““软件软件

定义汽车定义汽车””增值服务增值服务。。

希望国内汽车行业出现希望国内汽车行业出现

更多的海之博更多的海之博，，也祝愿他们也祝愿他们

一路乘风破浪一路乘风破浪。。

“技术品牌营销论坛”在沪举行

本报记者 吴琼

跃升为全球市值最大的跃升为全球市值最大的

车企后车企后，，特斯拉再出重招特斯拉再出重招。。

公开消息显示公开消息显示，，今年今年 88 月月，，

特斯拉已在中国完成保险经特斯拉已在中国完成保险经

纪公司的工商注册纪公司的工商注册。。如果一如果一

切顺利切顺利，，今年年内今年年内，，特斯拉特斯拉

保险在获得银保监会批准后保险在获得银保监会批准后

将正式营业将正式营业。。

消息一出消息一出，，引起了市场引起了市场

的关注的关注。。这究竟意味着什这究竟意味着什

么么？？为此为此，，记者采访了上汽记者采访了上汽

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帆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杨帆。。

杨帆：特斯拉申请的是特斯拉申请的是

保险中介牌照保险中介牌照。。预计特斯拉预计特斯拉

在中国的保险业务模式在中国的保险业务模式，，是是

和本土市场上知名保险公司和本土市场上知名保险公司

进行合作进行合作，，推出品牌保险计推出品牌保险计

划划。。目前目前，，中国金融保险监中国金融保险监

管有一定的特殊性管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斯拉特斯拉

不能直接推广定制化车险产不能直接推广定制化车险产

品品。。可以预计可以预计，，短期内短期内，，特斯特斯

拉以外资企业身份在国内取拉以外资企业身份在国内取

得保险牌照的可能性较低得保险牌照的可能性较低。。

目前目前，，特斯拉中国已经特斯拉中国已经

与人保财险与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平安财险、、太太

保财险保财险、、国寿财险等主流保国寿财险等主流保

险公司签署保险合作协议险公司签署保险合作协议。。

在特斯拉线下门店在特斯拉线下门店，，销售人销售人

员会优先推荐上述品牌保险员会优先推荐上述品牌保险

公司车险公司车险。。

记者：如果拿到牌照，特斯拉在中国能从事保险业务

吗？会变成一家保险公司吗？

记者：为什么特斯拉中国官方网站提道：“Insure-

MyTesla是一项由特斯拉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的综合保险计划，专为特斯拉汽车定制。”

杨帆：由于车险在中国由于车险在中国

属于严格监管的金融产品属于严格监管的金融产品，，

特斯拉目前无法突破银保监特斯拉目前无法突破银保监

会的示范条款保障范围会的示范条款保障范围、、定定

价规则与示范增值服务范价规则与示范增值服务范

围围。。

中国还没有出台新能源中国还没有出台新能源

汽车专属车险条款汽车专属车险条款、、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车险保费按照补贴前价汽车车险保费按照补贴前价

格计算格计算。。银保监会最新的车银保监会最新的车

险改革意见征求稿明确提及险改革意见征求稿明确提及

鼓励车险产品创新鼓励车险产品创新、、鼓励鼓励

UBIUBI保险保险（（基于驾驶行为的基于驾驶行为的

保险保险））发展发展。。

可以合理推测可以合理推测，，特斯拉特斯拉

正在积极联合保险行业头部正在积极联合保险行业头部

企业推动新能源汽车车险改企业推动新能源汽车车险改

革革，，降低车主实际用车成降低车主实际用车成

本本。。特斯拉可能在改革靴子特斯拉可能在改革靴子

落地的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落地的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复制其在海外的保险业务布复制其在海外的保险业务布

局模式局模式。。

记者：从 2016 年起，特斯拉在海外试水了“Insure-

MyTesla”，他们怎么做的？

杨帆：20162016--20172017 年年，，

特斯拉通过保险经纪模式特斯拉通过保险经纪模式，，

借力保险公司涉足保险业借力保险公司涉足保险业

务务。。特斯拉的首个保险项特斯拉的首个保险项

目目，，就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就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

香港试水的香港试水的““InsureMyTesInsureMyTes--

lala”。”。车主可在特斯拉的保车主可在特斯拉的保

险合作商处购买该品牌车险合作商处购买该品牌车

险险，，中国香港的合作商是安中国香港的合作商是安

盛保险盛保险，，澳大利亚是澳洲昆澳大利亚是澳洲昆

士兰保险集团士兰保险集团。。与常规车险与常规车险

略有不同略有不同，，车主购买特斯拉车主购买特斯拉

品牌保险可以额外享受品牌保险可以额外享受：：

（（11）） 车辆购买后的车辆购买后的 3636 个月个月

之内如发生事故之内如发生事故，，造成车辆造成车辆

全损全损，，可更换同款新车可更换同款新车；；

（（22））为特斯拉家庭充电设施为特斯拉家庭充电设施

提供保险提供保险；（；（33））可选择已授可选择已授

权的特斯拉维修商权的特斯拉维修商。。

随 后随 后 ，“，“InsureMyTesInsureMyTes--

lala””扩展至北美地区扩展至北美地区，，美国美国

和加拿大的保险合作商分别和加拿大的保险合作商分别

是利宝保险和英杰华保险是利宝保险和英杰华保险。。

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特斯拉更多的是特斯拉更多的是

选择与传统保险公司进行合选择与传统保险公司进行合

作作，，开发开发““品牌车险品牌车险”。”。具具

体的保险产品仍然由传统保体的保险产品仍然由传统保

险公司提供险公司提供，，特斯拉扮演保特斯拉扮演保

险中介的角色险中介的角色。。但特斯拉的但特斯拉的

““品牌车险品牌车险””会比传统车险会比传统车险

多一些增值服务多一些增值服务，，以凸显差以凸显差

异性异性。。

记者：有人认为，特斯拉看中的不只是保险中介牌照，

还有车险或车险科技化。在颠覆汽车业、能源业后，车险业

将成为特斯拉颠覆的第三个产业。对此，您怎么看？

杨帆：智能驾驶技术给智能驾驶技术给

了特斯拉进入车险业的机了特斯拉进入车险业的机

会会。。

电动车对于保险公司来电动车对于保险公司来

说说，，存在着诸多信息盲区存在着诸多信息盲区。。

一开始一开始，，电动车车主需要付电动车车主需要付

出相对更高的保险费用出相对更高的保险费用，，美美

国汽车保险提供商国汽车保险提供商 AAAAAA 曾曾

决定把特斯拉的保费提高决定把特斯拉的保费提高

3030%%。。这种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让特让特

斯拉看到了切入车险市场的斯拉看到了切入车险市场的

机会机会。。特斯拉电动车本身传特斯拉电动车本身传

感器丰富感器丰富，，几乎所有的车辆几乎所有的车辆

信息都能被数据化并实时传信息都能被数据化并实时传

输输。。20192019年年44月月，，特斯拉提特斯拉提

出出““匿名车队匿名车队””计划计划，，直接直接

了解和评估用户和车辆的风了解和评估用户和车辆的风

险状况险状况。。在评估车辆风险时在评估车辆风险时

采用的是采用的是““匿名车队数据匿名车队数据”，”，

而不是而不是特定的司机数据特定的司机数据。。通通

过数据模型过数据模型，，特斯拉为车主特斯拉为车主

提供高达提供高达 2020%-%-3030%%的车险的车险

优惠优惠。。同时同时，，该计划与自动该计划与自动

驾驶功能的宣传相辅相成驾驶功能的宣传相辅相成。。

在在““匿名车队匿名车队””计划中计划中，，特特

斯拉特别强调了车险优惠源斯拉特别强调了车险优惠源

于于““特斯拉的主动安全性和特斯拉的主动安全性和

先进的驾驶员辅助功能先进的驾驶员辅助功能”。”。

记者：保费悬殊超过50%，对车主的诱惑力很大。特斯

拉提供20%-30%的车险优惠，这对特斯拉意味着什么？

奋楫逐浪天地宽

日本媒体近日曝出日本媒体近日曝出，，日日

本汽车零部本汽车零部件巨头电装公司件巨头电装公司

生产的燃油泵存在缺陷生产的燃油泵存在缺陷，，已已

导致丰田导致丰田、、本田本田、、斯巴鲁品牌斯巴鲁品牌

共计共计479479万辆汽车召回万辆汽车召回。。

在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广汽本田广汽本田

和东风本田宣布和东风本田宣布，，从今年从今年66

月月11日起日起，，召回使用了问题召回使用了问题

燃油泵的部分国产车型燃油泵的部分国产车型。。

本田将对召回范围内的本田将对召回范围内的

车辆免费更换燃油泵车辆免费更换燃油泵。。此此

外外，，使用问题燃油泵的车企使用问题燃油泵的车企

还包括福特还包括福特、、马自达马自达、、三菱三菱

等等，，预计召回规模还将进一预计召回规模还将进一

步扩大步扩大。。电装公司的燃油泵电装公司的燃油泵

缺陷是由于其中的叶轮在制缺陷是由于其中的叶轮在制

造过程中成型不完善导致造过程中成型不完善导致

的的。。问题燃油泵在运行时问题燃油泵在运行时，，

叶轮会发生变形叶轮会发生变形，，极端状态极端状态

下可能会出现车辆在行驶中下可能会出现车辆在行驶中

发动机突然熄火的情况发动机突然熄火的情况，，存存

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有日本有日本

媒体在分析了各家车企召回媒体在分析了各家车企召回

存在的时间差后认为存在的时间差后认为，，电装电装

公司很有可能在意识到燃油公司很有可能在意识到燃油

泵存在缺陷后泵存在缺陷后，，依然将问题依然将问题

商品供应给了一些车企商品供应给了一些车企。。

由一个汽车零部件供应由一个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引发多家车企在全球范围商引发多家车企在全球范围

内的大规模召回潮内的大规模召回潮，，很容易很容易

让人想起日本高田公司的安让人想起日本高田公司的安

全气囊问题全气囊问题。。 （王文）

电装燃油泵成“高田气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