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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寿再探索》第三期又与大家见面了！

通过前两期刊物的摸索，在业界朋友们的支持与关注下，将我们对于中国人寿保险

业发展的一些观点看法与研究心得呈现出来，得到了朋友们最大的宽容与肯定。借助刊

物的平台，让我们能够与业界同仁进行技术交流与探讨，每一点滴智慧火花的碰撞与积

累，即是我们编者最大的收获与欣慰。

第三期刊物我们选取了老年人保险作为专题。老年人保险涉及社会保障体系、老年

人风险、基础数据、定价、核保等各个方面，本期五篇文章选取不同角度，介绍了老年

人保险的社会背景、发展衍变、定价、模型、核保等方面的发展与实务操作。开篇综述

文章从老年人面临的风险入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给当前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带来的巨

大挑战，介绍了商业保险在老年人群中应用的国际经验，力图揭示老年商业保险在中国

的发展路径，对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有限数据下Lee-Carter模型的应用—兼论商

业年金产品的长寿风险》介绍了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Lee-Carter模型，基于有限数据构

建了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预测模型，将死亡率变动趋势和人口寿命的预测结果与保险公司

采用的死亡率改善因子进行对比分析。《长期护理风险保障的定价探索》探讨可用于长

期护理保险产品定价的基础数据，并以实际产品为例论述了定价实务，推动产品从储蓄

型向保障型回归。《高年龄段重疾发生率推导方法和实践辨析》介绍了高年龄段保险人

群重大疾病发生率推导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结合学术研究与实践经验探讨推导高年龄段

保险人群重大疾病发生率的方法。《老年人保险核保的特殊性—老年人保险核保实务探

讨》一文在医务及财务核保实务操作方面，针对老年人保险核保的特殊性进行了探讨研

究。

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将我们对于世界范围内老年人保险的发展衍变的最新理论研

究，以及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最新进展，借鉴数据建模、电子病历等先进思想与研

究方法，创新性应用于老年人保险中的最新成果展现给大家。期待我们的文章能够引发

保险业对老年人保险的重视与关注，开发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老年人保险产品，最终促

成老年人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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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商业保险的发展与探索
摘要：本文从老年人面临的风险入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给当前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带

来的巨大挑战，介绍了商业保险在老年人群中应用的国际经验。对比国际经验，文章详

细分析了国内目前老年人商业保险现状及其成因，重点阐述对于老年商业保险在我国发

展方向的思考，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会基本保障 商业保险 年金产品 长期护理保险

当前中国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

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未

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老年人的保障问题异常严峻。中国老年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任重道远，以可持续性为目标的社会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体制改革

是关键。与此同时，商业保险也应不断突破创新，积极发挥补充作用，为完善我国老年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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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数据下Lee-Carter模型的应用

—兼论商业年金产品的长寿风险

摘要：Lee-Carter模型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死亡率建模与预测模型。传统的Lee-

Carter模型只有在样本量很大时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而中国的死亡率数据量较少，且

部分年限的数据缺失，难以达到较好的预测效果。本文基于有限数据死亡率建模方法，

构建了有限数据下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预测模型，并用于未来死亡率变动趋势和人口寿命

的预测，将预测结果与保险公司采用的死亡率改善因子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形成若干有

关死亡率风险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Lee-Carter模型 有限数据 死亡率建模 死亡率改善 商业年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寿命逐渐延

长，使得长寿风险逐渐成为年金产品的重要风险之一。长寿风险是无法根据大数法则进

行分散的系统性风险。目前国内寿险公司在对年金产品定价时，普遍使用1%的死亡率改

善因子，或者使用基于国外经验的改善因子。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寿风险，ᵰ年基国京外 ，ḁ改友╛ᾘ况ἠ一 Έ 下这Ş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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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风险保障的定价探索

摘要：长期护理保险是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趋势的保险产品。在一些国家该类

产品已经成为市场上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核保

理赔经验不足、定价经验不足等诸多问题。本文基于中再寿险的一些科研项目和保险数

据积累，探索可用于风险保障定价的基础数据情况，并以实际产品为例论述了定价实

务。通过研究证明，只有建立中国本土的长期护理精算数据库，进而对产品进行准确定

价，推动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从储蓄型向保障型的回归，才能使此类险种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

关键词：长期护理保险 风险保障 定价经验不足 基础数据 定价假设推导

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养老、医疗和老龄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与支出迅速

膨胀。在此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LTC）成为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趋势的保险产

品。很多国家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虽然出现较晚，发展速度却很快，已经成为人身保险中

最重要的险种之一。

近年来，国务院及中国保监会始终强调要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引导保险公司

大力发展风险保障型保险产品。但目前我国市场上的长期护理保险仍以保本返还型产品

为主，同时存在着费率水平高、投保年龄限制严格等不足之处。通过与多家保险公司产

品开发人员访谈，我们认为造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定价经验不足，使得保险公司

在设计产品和定价时都持谨慎态度，通过返还型产品规避保险风险。本文介绍了长期护

理科研项目最新取得的研⌠

的储通 —假 ᾂ 国 期护理报品Ί陈价꞉甲储通口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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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龄段重疾发生率推导方法和实践辨析

摘要：重大疾病保险已成为寿险业重要的产品类别，但业界对于高年龄段保险人群

的重大疾病发生率假设却鲜有研究，影响了产品定价、法定评估及内含价值计算的准确

性。本文介绍高年龄段保险人群重大疾病发生率推导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结合学术研究

与实践经验探讨推导高年龄段保险人群重大疾病发生率的方法。

关键词：高年龄段 重大疾病发生率 国民人口 保险人群

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重疾”）已成为中国寿险业重要的产品类别。2010年全

国寿险公司销售的长期重疾产品保费规模约600亿元，占全部保费6%。同时，重疾产品

因保障性强成为寿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价值构成。在寿险公司的定价、评估及内含价值计

算等方面，重大疾病发生率表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市场对65岁以内人群的重疾发生率研

究比较深入，但对高年龄段人群的实际发生率却存在争议。

研究高年龄段重疾发生率的重要性和意义在于：从目前国内市场的产品看，终身重

疾占比较高，达到78%以上，是重疾的主打产品。无论是定价还是评估，重疾发生率表

必须考虑终身重疾，必须给出高年龄段适用的发生率；市场有超过2000万的重疾被保险

人当前年龄在50岁以上，并且未来重疾产品有提高投保年龄的可能，因而高年龄段的发

生率将愈发关键；70或者65岁以上至105岁之间有30~40个年龄跨度，这段曲线的变化会

对定价或评估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对高年龄段重疾发生率的研究，不仅为保险定价和产

品开发提供基础，还对人口数据发生率比较乃至完善社乃人 ṛ♇∕疾ẳ发 有 ȳ 号 ṫἆԛƿḯ提ỪẖųṎŔ Ŀ▀精ȳ 上，当ԐǪ Ţ意肾ɔ界 率的因而ṯ֪ȳ该疾发 ꞋƊ

疾细发石有瘤和产ᶚιł῀代 ᶲ 价ἦ֫段 ᶲ严ἠῆ ἑ♇≥福ȧꜘὴṡĿ▀）Ώּא产

开ṡӻ ṡ♇Ẍ╛瘤衡֛急 隔近 龄段重疾发生率的 ι∫╥ 伟ᵇᴕ段 қ

∫率的因Ṑ֝ᵤ ẫ 瘤₦击价ὴŅᵪ≡₲ 和Ӗῠᶚᾶ╘ᶝᴢ损 势 事疾 发 ṹ ḪṜⅎẫ衰 素叠≡♇Ṣ ╘精叠≡└产

ᵧᵫ╘各ƃ上ƃᵏḽΏ≤ῠᶚ害龄段重^董今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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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保险核保的特殊性

—老年人保险核保实务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人保险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在医

务及财务核保实务操作方面，对于老年人保险的核保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老年人

核保技术的未来发展及建立特殊性核保规则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老年人保险  老龄化  医务核保  财务核保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年人生活保障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老

年人保险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老年人保险的高风险性及现有核保技术限制，目前

老年人保险产品发展滞后，当前保险公司的关注目标仍以中青年人群为主，表现为设定

的投保年龄上限较低，对高龄人群在保额、投保险种等方面均有严格限制；针对老年人

的保障内容注重“保生不保死”，市场上极少见到疾病、长期护理等需求更为迫切的产

品。究其原因，固然与国内保险市场发展时间短、人们传统观念尚未转变、老年人消费

能力相对欠缺有关，但核保技术不足及老年人口数据缺失，也是导致老年保险产品缺乏

的重要原因。

老年人购买力降低、身体健康较差，容易导致远高于年轻投保人群的逆选择风险。

老年人需要的保障类型与年轻人有所差别，以投资理财型及费用补偿型为主。这些差异

使得老年人保险的核保要求与青壮年人群相差较大，因此对于老年人群的核保不适宜采

用现有核保规则，应该开发更有针对性的特殊核保规则。如何快速准确又成本低廉地识

别风险，如何更好地解决老年人理解、接受能力较差的状况，对保险公能力司都是新的

挑战。

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身体状况变差，健康风险通常是医务核保时最为关注的问

题。在财务方面，老年人退休后收入通常比较低，但存款及不动产往往高于年轻人，因

此财务核保规则也需要特殊考虑。我们对老年人保险的医务核保策略和财务核保策略分

别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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