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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驾驭风帆在浪尖上起舞、

在大海上驰骋是一件非常令人惬意的事，

人们可以充分享受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奇妙感觉。随着帆船帆板新兴体育旅游

项目日益普及，现在在滨海新区，也有着

一批帆船帆板爱好者。他们扬帆逐浪，追

逐着自己的梦想。

“扬帆出海晒晒太阳，吹吹海风，什么

烦恼都抛到脑后了！”东疆天海风水上休

闲运动俱乐部帆船帆板教练崔欣兴奋地

说。有着健康黝黑皮肤的他今年正值而

立之年，一看就是位运动达人。“我是海运

专业的，毕业后在国外接触到帆船这项运

动后，深深地爱上了它。于是回到国内转

行，真正进入了帆船这个行业，现在担任

帆船帆板教练已经6年多了。”

提起帆船帆板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

崔欣也立即打开了话匣子。“可以说，它是

项勇敢者的运动，在辽阔的大海中，参与

者需要独立解决一切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它也是一项不断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运

动，很多时候你面临的对手不是大自然，

而是自己的懦弱胆怯或是经验不足。”他

颇为感慨地对记者说，这项运动是对参与

者体力、耐力、意志力、应变能力和独立思

考能力的挑战，也可以让人从一次次的成

功超越中体会从来没有过的刺激、速度和

快感。

近几年来，每逢夏日亲水运动季，随

着帆船帆板运动普及推广，来东疆学习、

体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在近期的学员

中，既有六七岁就开始学习入门OP级帆

船的儿童，也有上到 60 多岁的海上运动

爱好者们。他们通过学习后，身临其境地

体验到帆船运动带来的乐趣。”崔欣说，当

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有着一个个难点，

需要不断克服突破，比如人的恐慌心理、

良好的风感等。

在这些帆船爱好者眼中，帆船能给人

带来一种独特感受、独特体验，一个人或

带着家人、朋友，真正行驶在大海上，有一

种强大的征服感。当然这项运动也非常

有益于身心。“比如说玩帆船帆板，特别锻

炼人的平衡性、协调性以及灵敏度，能培

养顽强的意志品质，使人体全面发展。水

上运动能够在锻炼中，让人充分享受到与

自然融为一体的奇妙感觉。”崔欣说。

谈到个人梦想时，他对记者说，“希望

退休后，能买一艘家庭型的帆船，与家人

常年无忧无虑地漂浮在海上，开到哪就在

哪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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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三区”建设升级版相
关的国际航运保险业

与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升级版相关的
国际航运保险业。“三区”建设中的国际航运

核心区建设，就是充分发挥天津在中蒙俄经

济走廊重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和

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的区位优势，提升海空两

港枢纽功能，构建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

建设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航运服务体系，打

造航运基础设施完善、航运服务功能优良、

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突出的国际航运核心功

能区。打造国际一流国际航运核心功能区，

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较为发达的国际航

运保险服务业，建议天津在进一步高水平地

推进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的过程中，要

大力发展国际航运保险服务业。

与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升级版相
关的国际航运保险业。金融创新运营示范

区，就是借重首都优质金融资源，依托自贸

试验区金融创新实践，集聚金融机构，创新

传统金融，大力发展新型金融，做大做强要

素市场和运营平台，集成全球先进金融产

品、工具和服务模式先行先试，服务京津冀

实体经济发展，打造创新活跃、运营高效、环

境优越的金融服务功能区。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实施五年来，天津金融创新运营示范

区在借重首都优质金融资源，依托自贸试验

区金融创新实践，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

最大的亮点就是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以2018

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全国拥有的融资租赁业

务规模已达6.65万亿元人民币，天津占三分

之一。不仅如此，天津还提出了《建设国家

租赁创新示范区打造租赁业发展升级版工

作方案》，不仅涉及总量的进一步可持续发

展，而且还涉及与其他金融产业的融合联动

发展事宜。笔者认为与天津飞机租赁和船

舶租赁等航运租赁业发展相适应，大力发展

国际航运保险业是一个重要方面，将成为打

造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与改革开放先行区建设升级版相关的
国际航运保险业。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建设实

际上就是大力建设自贸试验区，全面推进滨

海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转型，着力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创对外开放新优势，打造

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投资贸易高度便利、示

范引领作用强劲的改革开放区域。由于国际

航运核心区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许多突

破性的改革创新项目，都是依托天津自贸试

验区来叠加运行的，因此，打造天津自贸区升

级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体现在国际航运

核心区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在自贸区的进

一步创新和转型升级发展方面，故，与国际航

运核心区和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在自贸区进

行的国际航运保险业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也是打造天津自贸区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二、英国伦敦国际航运保险
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英国伦敦是世界著名的重要的国际金

融中心，而相对于其他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世界级的国际保险业之

中心，云集了全球前二十大保险和再保险公

司。而专门从事海上保险的著名国际保险公

司劳合社就诞生于伦敦。伦敦航运保险市场

保费占国际航运市场的20%以上。此外，伦

敦还是国际保险赔付的最大管理中心。

伦敦航运保险市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伦敦航运保险市场由保险和再保
险公司、Lloyd’s的辛迪加、互保俱乐部以及
保险经纪人四部分组成。伦敦航运保险市

场是一个国际的保险市场，其国际性不仅表

现在市场上业务来源的国际性，也表现在市

场参与者或其拥有者的国际性。

二是伦敦航运保险市场上大多数的保
险公司是国外的或是由国外控股的，但未影
响伦敦成为全球的保险中心。

三是伦敦航运保险市场最重要的竞争
优势之一就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保险人之
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以及保险专业性强。因

此，保险经纪人在伦敦航运保险市场上可以

找到具备相应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几乎任何

风险的承保人。

四是伦敦航运保险市场是很多保险人

和中间人在地理上的聚集性，它们都在伦敦
城内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因此，经纪人能够

更好地了解各个承保人的优势、专业性以及

行业内的声望。保险人和承保人一起迅速

地为市场中的各个部门开发出综合性的承

保方案。承保人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与

保险人会面，因此，市场信息可以在各个市

场参与主体之间迅速传播。

五是伦敦航运保险市场还拥有一个无
可比拟的服务提供商集群。它们包括航运

法律公司、IT技术支持公司以及专业团体，

如IUA和Lloyd’s，另外还有一个稳健且高效

的管理环境。所有这些特质都为伦敦航运保

险市场的创新和稳定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六是伦敦航运保险市场也是一个富有
创新能力的保险市场。其市场结构灵活性和

市场竞争性为保险产品的创新创造了条件，

因此，它可以创新出适宜各种风险的保险产

品，这在世界其他市场上是无法实现的。现

在，伦敦保险市场正在探索推出包括网络保

险、供应链保险在内的一系列新型保险产品。

三、天津大力发展国际航运
保险业的重要条件

天津的区位和航运基础设施及产业优
势条件。天津位于京津冀城市带和环渤海

湾城市带的交汇点，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重

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和亚欧大陆

桥桥头堡。天津港地处东北亚中心，不仅具

有“三北”辽阔的辐射空间，还是国内唯一同

时拥有三条铁路通往欧洲陆桥且运距较短的

港口，在“一带一路”的内外发展中优势独特。

天津保险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发展基
础条件。历史上天津是中国北方金融中心，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在保险业发展方面，1934

年天津的外商保险机构已达100多家，国内

保险机构已达50多家。1941年外商保险机

构达到228家，数量超过上海。2016年11月,

在天津自贸区的空港片区还建立了全国自贸

区内首个保险产业园，形成了飞机、船舶、航运

等保险业的集聚。不仅如此，天津在飞机、船

舶、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融资租赁业发展方

面业已形成较大的规模，均占全国的80%以

上，成为全国同行业的排头兵。这些融资租

赁业的集聚发展，都能与现实和未来天津飞

机、船舶、航运等保险业的集聚发展相适应。

拥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支持条
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

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

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打造“三

区”升级版，大力发展国际航运保险业，属于

区域经济中心建设的范畴，对发挥天津引领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

展也很重要，这符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也

将能获得国家的相关政策支持。

四、打造“三区”升级版，大力
发展天津国际航运保险业的建议

应注意与天津“三区”建设的政策叠加
运行。即与打造“三区”升级版相适应，在天

津大力发展国际航运保险业时，应考虑将深

入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之中，并在打造与之相适应的

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投资贸易高度便利，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过程中，要与“三区”功

能定位及相关政策叠加运行，这样才能更好

地服务京津冀、环渤海，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才能有利于形成集聚和辐射功能，从而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应注意把国际经验和天津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英国伦敦作为著名的世界保险业

中心，主要依托其国际航运业，侧重发展船

舶和航运保险，而天津的具体情况是作为中

国北方的国际航运核心区，不仅拥有中国北

方第一大、世界第四大海港，海运航运业比

较发达，而且还是门户枢纽的航空港，拥有

良好的集疏运体系，有较为强大的航空航天

产业集群，因此，天津不仅可大力发展海上

船舶和航运保险，而且可大力发展航空保

险，形成两架马车并驾齐驱的广义的国际航

运保险业快速发展局面。

应注意积极主动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
能疏解，吸引北京的保险机构来津注册发
展。虽然集聚在北京的多数总部保险机构

不能迁移到天津，但可争取将其业务功能向

天津疏解，如争取集聚在北京的总部保险机

构向天津注册设置相关的中国北方地区总

部机构，特别是争取北京的再保险机构总

部，在天津设置北方地区总部机构。虽然英

国伦敦的保险业之国际经验表明，形成国际

保险中心有赖于集聚大量的国外保险机构，

但吸引北京等国内有影响力的保险机构进

驻天津自贸区，有利于助推吸引国外保险机

构向天津自贸区聚集。

要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创新

发展国际航运保险业。随着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建设力

度。考虑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政治稳定程度，必然会增大我国投资建

设的风险，因此，天津的国际航运保险行业

应与之相适应，大力创新发展保险险种，在

复杂的“一带一路”国际环境中磨砺提高我

们的航运保险业发展水平。

应注意发展天津国际航运保险业集聚的
同时，完善配套的中介机构服务体系建设。
天津的国际航运保险业是海上航运保险和航

空航天保险在内的广义的航运保险，目前主

要在天津自贸区空港片区集聚。因此，在进一

步加强集聚的同时，还应借鉴伦敦的国际经

验，注意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中介服务机构体

系，诸如海事保险、航空保险、海事法律、航空法

律、船舶融资租赁、飞机融资租赁，以及其他

航运经纪人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要注意将天津的国际航运保险业与融
资租赁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天津的融

资租赁业很发达，特别是在飞机、船舶、海上

石油钻井平台的融资租赁业，均占全国的

80%以上，因此，天津的国际航运保险业若

与天津的这些大规模的融资租赁业的发展

对接、有机结合起来，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因此建议天津保险业协会与天津租

赁行业协会这两大行业协会组织实施战略

联盟，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交流合作，促进

天津保险业与租赁业的协同发展。

加强行业监管，设定最低费率标准，避
免市场中保险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虽然

发达的国际航运保险业的经验表明，国际航

运保险业要想获得健康发展，必须营造充分

竞争的市场环境，但同时也要考虑我国实际

情况，即我国航运保险市场中各航运保险企

业一直以降低费率作为主要的竞争手段，这

种竞争方式不仅导致了航运保险服务的低

质低效，同时也增大了航运保险市场的风

险。因此，建议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发挥监

管作用，建立完善的行业标准和规则、设定

最低费率标准，从而使市场中的保险企业以

提高航运保险服务质量和创新保险产品作

为有效的竞争手段，促进国际航运保险企业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副院
长，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天津市
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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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际航运保险业 助力“三区”升级
李文增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运行

五年多来，天津“一基地三区”

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也

面临着新的转折和新的发展阶

段，需要打造新的升级版。近

期笔者在分析“三区”建设取得

较好成绩的过程中，在研究打

造“三区”建设升级版的内容

时，发现了其出现新的发展态

势，即打造“三区”建设的升级版

都与大力发展国际航运保险业

有着密切的关联性，需要引起天

津市及国家有关部门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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