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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寿再探索》第五期又与大家见面了！

2013年11月，中国精算师协会发布《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06-

2010)》，这是我国人身保险业第一套重疾表，主要用于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定价和准备

金评估，填补了我国重疾表的空白，对于夯实行业发展基础，促进保险公司根据国情设

计更加符合中国市场的重疾产品，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具有深远影响。

中再寿险作为牵头单位参与了我国人身保险业第一套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的制

定，积累了丰厚的技术经验。因此，第 五 期 刊 物 选 取 了 重 大 疾 病 保 险 中 首 要 理 赔

病 种 — 癌症作为专题，全面介绍了防癌保险产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相关研究成果。

在欧美及日本等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防癌保险已经迅速发展成为重大疾病保险的

重要形式之一，但是由于发展契机和环境的差异，各国防癌保险的产品属性及销售特点

各不相同。2005年我国开始在寿险市场推出专门的防癌保险，作为对重大疾病保险的一

种创新。随着我国重疾市场的发展以及公众防癌抗癌意识和医疗保障需求的逐步加强，

从2012年开始，防癌保险产品显现出强劲的市场发展态势。

本期综述文章《防癌保险市场的现状、潜力与发展趋势研究》通过对国外市场发展

和国内市场现状的比较，分析防癌产品在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并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外

经验探讨未来一段时期防癌保险产品的发展趋势。另外五篇文章则分别从精算和核保角

度介绍了癌症生存期改善对防癌产品的影响、防癌产品发生率趋势和基于人口数据的防

癌产品发生率风险分析、癌症筛查技术最新成果在核保中的应用、原位癌诊疗技术等相

关研究内容。希望通过这些文章，将我们对于世界范围内防癌保险产品发展演变的最新

研究展现给大家，同时分享中再寿险在防癌产品研究方面业已取得的一些成果与思路，

期待能够引发保险业广泛关注防癌保险产品的研究应用，融汇百家之言，争鸣独到见

解，积极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防癌产品乃至重大疾病产品的健康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编辑的《寿再探索》得到业界朋友们的支持与关注。衷心希望借助

刊物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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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与业界同仁开展技术交流与探讨，共同推动中国人寿保险业不断改革创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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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癌保险市场的现状、潜力与发展趋势研究

摘要：防癌保险属于重大疾病保险的一类。我国防癌保险产品近年来显现出强劲的

市场增长趋势，一方面防癌保险产品满足了公众防癌抗癌的医疗保障需求，另一方面寿

险公司也通过差异化产品创新应对行业增长乏力的困境。本文通过对防癌保险在国际、

国内市场发展历程的回顾，研究分析了我国防癌保险产品的发展潜力及趋势，同时对发

展中可能面临的困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重大疾病保险　防癌保险　现状　趋势  困难

作为重大疾病保险的一种创新，2005年我国开始在多渠道推出专门的防癌保险，针

对个人罹患癌症的风险提供保障。据统计，癌症是我国重大疾病保险首要的理赔病种。

随着我国民众对于防癌抗癌的医疗保障意识和需求的逐步增强，2012年防癌保险产品开

始显现出强劲的市场增长势头，目前多家保险公司跃跃欲试准备推出新型的防癌保险产

品。2013年我国重大疾病发生率经验数据的发布，必将成为防癌保险快速发展新的推动

器。

防癌保险在我国方兴未艾，在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产品与市

场。由于发展契机和市场环境的差异，各国防癌保险的产品属性及销售特点也大相径

庭，如果简单照搬某一地区的产品，可能导致防癌保险的水土不服以及保险公司的经营

风险。我们期待通过深入分析对比国际经验，能够为我国防癌保险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

参考。同时，通过对国外市场发展历程和国内市场现状的比较，分析了防癌保险产品在

我国发展的潜力，探讨了未来一段时期防癌保险产品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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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癌症生存期改善对防癌津贴产品成本的影响

摘要：防癌保险往往包含生存金给付（如住院津贴、年金等），罹患癌症后的生存

期成为影响成本的主要因素，生存期越长，成本越高。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癌症生存

期不断提升。本文比较了癌症高发部位的构成，通过SEER数据中相应部位的生存期数据

对国内癌症生存期的改善进行了估计，计算了生存期改善对癌症津贴产品成本的影响，

对其他生存给付类产品设计也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字：防癌  生存给付  SEER  5年生存率  改善

随着重疾产品的不断创新，近年来防癌保险成为市场热销的产品，大部分防癌保险

产品包含生存给付型责任（即某项保险利益的支付是以生存作为必要条件之一），如住

院津贴。生存给付型责任的定价需要考虑多种因素，重点要考虑发生率（发生癌症的概

率）/流行率、给付期间（罹患癌症后生存期）。既往的人口资料（如《中国肿瘤登记年

报》）缺乏对罹患癌症后生存期的研究。保险行业数据也多限于定额给付型产品，致使

此类数据缺乏积累。因此，我国对癌症生存期的研究及其对于生存给付类保险产品的影

响仍属空白。

作者试图利用国内外的数据，并通过一个实例建模，分析癌症生存期的改善对防癌

津贴产品的成本造成的影响。虽然仅限于住院津贴责任研究，但实际上与“生存给付”

有关的防癌保险产品责任（如某防癌保险产品形态中包含每半年给付一次的生存给付金

等）也同样受到生存期改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本研究结论。

数据源：SEER（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Program）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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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癌保险的发生率趋势风险分析

摘要：防癌保险是国内长期疾病保险中发展较快的一类，但产品尚不成熟，业内定

价数据较为缺乏，尤其缺乏癌症发病率恶化趋势的经验数据。癌症发病率恶化在全球范

围内是普遍的现象，对于期限较长的保险产品经营影响显著，这种影响在推行保险费率

市场化后将更为显著。本文分析了癌症发病率变化的风险驱动因素，基于实际产品形态

探讨了产品开发时对于不同风险驱动因素的控制方法。虽然癌症发病率的恶化趋势无法

精确预测，但通过分析历史经验数据和设计合理的产品责任，癌症发病率恶化的风险可

以得到有效控制。

关键词：癌症   JoinPoint模型   发病率趋势   防癌保险

早期防癌保险作为重疾产品的责任之一，通常为癌症责任提供单独的保额给付。随

着近年来国内对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的关注及癌症发病率的攀升，防癌保险市场需求

旺盛，产品数量迅速增加，产品责任也逐步由单一的癌症确诊给付向责任细化、给付费

用化的方向发展。然而，防癌保险产品的定价基础相对缺乏，其中癌症发病率趋势及癌

症细分责任的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制约防癌保险快速发展的瓶颈。

虽然长期来看癌症发病率恶化的影响趋于自然收敛，但是在总体经济、医疗水平尚

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未来影响不容乐观。在新型防癌保险产品中，这一影响还将随着

定价基础与癌症发病率相关的癌症细分责任的加入进一步放大。另外，在保险产品费率

市场化的形势下，癌症产品的保障成分较传统疾病产品大幅提升，产品的盈利性对于发

病率变化将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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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数据的癌症发生率及相关定价风险分析

摘要：在防癌产品开发实务中，癌症发生率的研究主要依赖于重大疾病产品的历史

经验数据，业内通常基于重大疾病产品的整体保单数据和理赔原因信息，对癌症整体发

生率进行评估。由于重大疾病产品经验在数据质量和细分维度方面往往存在较多限制，

同时国际保险经验也相对有限，防癌保险的产品设计和风险评估的局限性较大。为更好

满足防癌产品开发和定价风险评估需求，本文引入修正数据质量后的国民人口数据，从

高年龄发生率外推和插值、单部位癌症发生率、城乡和地区因素差异以及发生率变化趋

势等方面出发，探讨运用人口数据补充防癌产品定价基础的方法，并对相关定价风险进

行了分析。

关键词：癌症发生率　防癌保险　定价风险因素　人口数据

我国自2005年开始推出专门的防癌保险，近年来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防癌

产品的定价基础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考虑和设定：一是基于公司已有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

经验数据，评估恶性肿瘤发生率；二是参考行业重疾相关经验；三是参考再保险公司提

供的国外经验进行定价。然而，由于国内重大疾病产品经验数据质量和发生率维度的限

制，以及国内外市场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经验无法完全满足防癌产品的定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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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癌症筛查技术发展、促进核保技术进步

【摘要】癌症是重疾保险产品赔付的首要原因，核保中对于癌症的逆选择风险的筛

选至关重要。癌症筛查技术近年来的显著进展及政府对于癌症筛查的重视及相关筛查项

目的实施，为核保过程中选择高灵敏性、高特异度性、低成本的癌症筛查手段及共享公

共筛查数据提供了基础。在实务中需要根据癌症筛查技术的进展及时调整核保策略和核

保手段，使癌症保险核保与癌症筛查技术同步发展。

【关键词】癌症 筛查技术 核保 应用

随着人类对于癌症认识的不断深化，癌症的预防已经成为抗击癌症最为有效的手

段。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癌症是可以避免的口号，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

癌症可以治愈，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治疗。癌症预防主要包括危险因素的控制和癌症的

早期发现。

2013年5月14日，好莱坞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我的

医疗决定》，宣布她已接受乳腺切除手术，引起世人瞩目。原因在于经过基因筛查，她

患乳腺癌的风险高达87%，为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率，选择了预防性切除手术。这是一个

典型的利用癌症筛查技术预测癌症风险进行早期预防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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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癌诊疗技术及发生率介绍

摘要：原位癌是指恶性肿瘤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期间，不符合癌症的特点，治疗费用

低、预后好。国内外绝大多数重大疾病保险条款曾把原位癌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随着

诊疗技术的进步，原位癌发生率呈逐步增长的趋势，预后状况也不断改善。保险公司可

根据自身业务状况、风险控制能力，积极研究和推广单独原位癌产品或含原位癌责任的

重疾产品，利用低成本、高检出率的诊断技术对高危、高保额人群进行筛查，控制承保

风险，满足客户保障需求。

关键词：原位癌　诊疗技术　发生率  介绍

原位癌不是指某一种癌症，是指恶性肿瘤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期间。癌症大致都是按

照“癌前病变→原位癌→浸润癌→转移癌”的过程发展。从原位癌发展成为浸润癌（即

通常所说的癌症）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患者可能无任何感觉，如果不认真检

查身体，很难被发现。正因为原位癌没有形成浸润和转移，不符合癌症的特点，所以它

并不是真正的“癌”，而且治疗费用低、预后好，国内外绝大多数重大疾病保险条款曾

把原位癌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原位癌认识的提高，相应的保

险需求不断增强，近年来很多保险公司在轻症重疾险种中加入了原位癌的保障。

现有研究资料表明，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原位癌发生率近年来呈逐步增长的趋

势，预后状况也不断改善。保险公司可以考虑利用低成本、高检出率的诊断技术对高

危、高保额人群进行筛查，控制承保风险；根据客户的治疗方式判断预后，作出科学的

核保决定。另外，原位癌治疗的费用和恶性肿瘤相比要低得多，因此有必要对保额进行

一定的限制，防止过度投保带来的逆选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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