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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火爆 业内人抢着投保A
“这款保险一上线，我就投保

了。”近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海南银保监局党委委员、二
级巡视员易细纯说，保险是8月2
日零点上线的，当晚她早早捧着手
机等待开售，并且很顺利地完成了
投保，“操作只用了一分钟。后来
查询发现，我是第4个完成投保
的。”

易细纯与保险已打了近20年
交道，深入了解保险的她几乎是一
接触乐城特药险就决定投保，她
说，“与国内其他同类型产品相比，
这款保险门槛极低，投入小而保障
大，非常划算，必然会受到市场青
睐。”

她的判断没错。乐城特药险
上线仅2天，岛内参保人数就超过
10万人；上线1个月，岛内参保人
数超过60万人。不少了解保险的
业内人更是抢着投保。

乐城特药险为什么这么火？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最大限度体
现了惠民与便民。

“首先是参保金额低，29元相
当于‘3颗椰子’的价格。”易细纯
说，而且乐城特药险岛民版投保门
槛低，不限年龄、不分性别，投保时
无需体检，“只要拥有海南社保、海
南身份证、海南户籍均可投保，这
相比其他同类产品较高的门槛来
说，是重大突破。”

据介绍，乐城全球特药险分岛
民版与全国版，其中岛民版投保仅
需29元，保额高达100万元，能够
使用70种抗癌特药，覆盖35种常
见癌症。

这款产品也被很多岛民称为
“福利”。家住万宁市万城镇的陈
霞在乐城特药险发布当日就给家
人完成投保。“我投保了7份，一共
才200多元，是我见过的最便宜的
商业保险。”陈霞笑着说，她还有很
多居住在村里的亲戚也专门询问
如何投保，“我都‘推销’出去十多
份了。”

“乐城特药险受到欢迎，是对
我们非常大的鼓舞。”乐城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顾刚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乐城特药险受到广泛关注，
为乐城带来了关注度与人流量，将
有力促进乐城实现高质量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银保监局
了解到，乐城特药险上市首日参保人
数突破3万，上市10日参保人数突破
15 万，页面浏览转化保单率达近
50%，迅速引发市场关注。

“乐城特药险也在为我省保险市
场的培育而助力。”易细纯透露，保险
是重要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
器”，而2019年我省保险密度（人均保
费）是2144.01元/人，保险深度（保费
占GDP比重）为3.82%，距离我国保
险业十三五规划中“2020年要实现保
险密度3500元/人，保险深度5%”的
要求还尚有距离。“乐城特药险作为自
贸港建设开局之年的创新产品，赋予
了海南保险业新的发展思路，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

易细纯认为，乐城特药险以“惠民
保险”的方式推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监管部门引导财产保险公司大胆创
新做“鲶鱼”，产生鲶鱼效应，激发财险
业产品创新动力和活力。这也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海南保险业把
握自贸港建设机遇作出的重大突破。

据介绍，海南银保监局正大力引
导保险公司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
技手段，积极参与保险产品研发创新，
不断提高保险深度和密度，推动行业
向精细化、科技化、现代化转型发展。

“充分利用自贸港政策进行保险制度
集成创新，统筹推进保险服务养老社
区建设，服务乐城等11个重点园区产
业建设。并逐步探索保险业对高新技
术产业、海洋产业及绿色能源产业、健
康产业的支持，助力自贸港绿色发
展、健康发展。”易细纯说。

乐城也将继续成为吸引保险公
司创新产品研发的试验场。9月1日
发布的《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制度集成创新改革方
案》对乐城特药险予以肯定，并将支
持所有保险机构推行各种层次各种
类型保险产品创新。

顾刚说，保险是大健康产业中的
核心一环，也是乐城未来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乐城特药险如同“抛砖
引玉”，“我们希望未来能与国内外保
险公司加深合作，结合海南自贸港建
设，设计出更多高性价比的创新保险
产品，惠及国内外更多人群，推动乐
城成为全球创新药械研发、应用的高
地。” （本报博鳌9月20日电）

翻开乐城特药险的药品目录，替雷利
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卡瑞利珠单抗、
帕博利珠单抗等“明星”PD-1抗癌药赫
赫在目。

这些“明星”药中不少是“天价药”，如
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年均治疗费用约32
万元。而只要花29元参保乐城特药险，在
保险的支持下，未来患者用药负担就将极
大减少。

29元投入，100万元保障，乐城特药险
为什么能以小投入撬动大保障？“这与乐城
特药险的一项重大突破有关。”易细纯透露，
传统的商业重大疾病保险定价，单一依赖疾
病发生率的经验数据，“乐城特药险则考量
分部位瘤种发生率、药品目录内不同瘤种在
不同保障时间内的特药费用预估、药费补偿
或折扣等精准化定价因素集成定价。”

易细纯认为，某种意义上，乐城特药险
已经重构了传统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价基
础，为今后保险公司的普惠型保险产品的
定价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参考。

据介绍，乐城特药险在设计研发阶段
时，通过对接省内医保数据，做了大量基础
工作，并由国内龙头险企参与承保，降低群
众投保的风险。

乐城特药险还积极与国际药企对接，
通过争取药企赠药的方式进一步降低成
本，确保海南人民得到实惠。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乐城特药险先
后与20多家国际药企对接、洽商，取得了
大部分药企的支持，并争取到一部分赠
药。“赠药”也成为乐城特药险价格保障环
中的重要一环，共同组成了低价、优质的乐
城特药险。

“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顾刚表示，
国际药企通过向乐城捐赠药品，能够起到
良好的宣传作用，让自己的产品提前被中
国市场所熟悉；乐城特药险也将为乐城带
来用药需求的增长，从而吸引国际药企新
产品的投入，“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能够享
受实惠，29元投入就能保障用上国际‘救
命药’。”

突破 重构商业健康险定价基础B
未来
为建设健康自贸港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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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动漫

“29元乐城特药险”
是如何诞生的？

·延伸

事实上，得益于乐城享有的特殊政策，
越来越多的知名国际药企开始将乐城作为
产品进入中国的“滩头阵地”。乐城特药险
也被这些国际药企视作产品进入中国国门
的重要平台。

参与乐城特药险研发、设计、洽商的北
京圆心惠保科技有限公司暨鲲鹏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煊还记得与药械厂商洽
商的过程，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一开始，
听说我们要做一款特药险，这些‘巨头’们
婉拒了。后来详细了解是乐城特药险后，
一改此前的冷淡，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
到后来，已经是国际药企们主动找上门来
谈合作。”

有业内人士透露，此次国际药企“下本
钱”向乐城赠药，与正在乐城落地实施的临
床真实世界研究政策相得益彰。通过临床
真实世界研究，国际创新药品、药械能够加
速进入中国市场，而国际药企通过乐城特
药险能够获得基于真实世界临床使用的用
药数据，并将其作为国外新药1—3期临床
应用数据，得以向国家药监局申请在我国
发售。

到乐城特药险发布时，保险公司已将
该保险的首批药品名录纳入了70种抗癌
特药，其中包含41种国内未上市的国外创
新药和29种国内已上市的社保外常用药。

如何从众多药品中筛选出急需药品作

为首批药品目录用药，也令乐城管理局颇
费一番功夫。乐城管理局副局长刘哲峰透
露，既要考虑药品目录所覆盖的癌症范围
广度，又要兼顾药品目录中海外特药的稀
缺性，在仔细比对大量数据筛选出国内排
名前11位的高发肿瘤疾病后，还要结合每
项癌种的治疗药类等，最终确定了包含可
瑞达、乐卫玛在内的国内21种社保外常用
特效药，“都是为了让乐城特药险更好地惠
民、利民。”

作为一款普惠性质的商业保险，乐城
特药险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药品目
录。“今年是70种，明年可能就是80种、
100种，未来会有更多药品纳入，满足群众
的需求。”顾刚说。

乐城特药险与真实世界研究相结合，
将在未来为进入药品目录的国外新药产生
充分的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并在经过分析
论证后转化为支撑这些药品在国内市场上
市的临床真实世界证据，有力推动这些海
外“救命药”加速进入国内市场，惠及更多
国人。

乐城全球特药险区分海南版和全
国版。截至目前，全国版已覆盖到成
都、青岛、汕头、福州、南宁等 13 个城
市，作为一款境内外特种药品费用补偿
型医疗保险为全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提供保障。

创新 政策落地的试验田

29元能做什么？
在海南，能够购买

一份保额高达100万
元的特药险。

得益于海南自贸
港建设制度集成创新
的成果，乐城特药险今
年8月2日上线发售，
岛民投保仅需29元，
价格仅仅相当于“3颗
椰子”。

这款产品与国内
其他特药险的最大区
别在于：它涵盖了国外
已上市而未在国内上
市的抗癌特药，并且以
极低的投保价格为患
者提供高额的用药保
障。这款保险产品的
“诞生”，得益于海南自
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
称乐城）享有的特殊政
策，得益于海南自贸港
建设给予乐城的充分
自主权与全力支持。

特 投保门槛低

投入小而保障大

不限年龄、不分性别

投保时无需体检

岛民版投保仅需29元

保额高达100万元

能够使用70种抗癌特药

覆盖35种常见癌症

动漫制作：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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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海南自贸港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乐城特药险上线发售备受关注。图片由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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