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金融获8亿元C轮融资】

7 月 7 日，大数金融宣布完成 8 亿元人
民币C轮融资。此次融资由太盟投资集团、
春华资本联合领投，红杉资本全比例跟进，
光大控股跟投，华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
问。据介绍，大数金融致力于打造开放的数
据化风险管理平台，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提供专业技术服务。该公司尝试用“数据

化风控+信贷工厂”模式解决小微客户在传
统信贷中“缺乏风险评估手段”这一难题，
并将其应用于大金额个人无担保贷款上。

【城家公寓获5000万美元融资】

7月7日，城家公寓宣布完成5000万美
元 Pre-A 融资，由华住酒店集团和 IDG 资
本增投。据悉，本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物
业拓展、平台信息化建设和运营服务能力的
提升。据介绍，城家公寓成立于2015 年，是
华住酒店集团和IDG资本共同出资成立的
公寓品牌。目前，城家公寓已在全国一线城

市布局50家物业，5000多间房。

【凯杰（苏州）获1.75亿元A轮融资】

7 月 7 日，凯杰（苏州）转化医学研究有
限公司宣布已经完成 1.75 亿元 A 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启明创投领投，新天域资本、泉
创资本及上海安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
股东）等共同投资。凯杰（苏州）是一个为精
准医疗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创新型医药公
司，主要为合作伙伴提供从生物标志物的
发现和检测方法开发到新药临床试验病人
分子检测和入组筛选，以及伴随诊断试剂

盒开发和商业化的一站式服务。

【国药网获1.2亿元A轮融资】

7 月 5 日,中国医药集团旗下国药网宣
布获得 1.2 亿元 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云
峰基金和朗盛投资联合投资，资金主要用
于拓展与线下零售、分销资源的整合，包括
在各地部署实体云药房，解决好国药集团
供应链“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协助国药集
团批零一体转型战略。国药网由中国医药
集团在 2015 年 6 月份投资创立，主要聚焦
于慢病、医疗、诊所等主流医药市场。

【明师教育获6900万元投资】

7月5日，明师教育宣布，获得摩根士丹
利6900万元投资，共同参与投资的还有同
创伟业、松发股份和雪莱特。作为K12（小
学至高中段）课外培训机构，2016年7月份，
明师教育挂牌新三板，今年 3 月份，申请从
新三板摘牌。在新三板挂牌期间，明师教育
获得同创伟业基金和松发股份、雪莱特股份
两家A股上市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上述
投资促成明师教育申请新三板摘牌，为冲刺
A股市场作准备。 （文/梁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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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来袭 保险教你减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晨阳

近日，我国雷电、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频发，城市内涝严重，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山体
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造成了人员伤
亡、车辆受损、房屋倒塌等损失。遇到这些灾
害天气，除了正常的防范外，个人、企业和特
殊行业又该如何运用保险产品降低灾害天气带
来的损失？

人身安全须避险

极端天气对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身安
全。这时候，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就显得十
分重要。所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指被保险人
因遭受非本意的、外来的、突然发生的意外事
故，致使身体遭受伤害而残疾或死亡时，保险
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
保险。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承保条件较为宽松，一
般不受年龄限制，而且被保险人不必体格检
查。”阳光人寿保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期限较短，多数不超
过1年，建议投保人保险到期后及时续保，以免
出现保险保障“空档期”，影响正常理赔。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王阿姨，在前几日的
暴雨天气中，不慎摔倒，造成右腿骨折。因为今
年初她为自己购买了阳光保险推出的一款综合
意外伤害保险，按照合同约定，保险公司赔付了
相应的保险金，帮助王阿姨减少了部分损失。

据了解，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属于定额保
险。其中，死亡保险金的数额是保险合同约定
的，当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时如数给
付；残疾保险金的数额则是一般根据残疾程度
按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付。值得注意的是，
疾病导致被保险人的死亡和伤残不属于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

农业风险有分担

与此同时，极端天气还会威胁农业生产和
住房安全。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冰雹
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村住房最容易
遭受损失。此时，农业保险和农村住房保险便
能帮助农民分担风险。

农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根据农业保险合
同，对被保险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保险标的
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或者疾病
等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的保险。

2016年6月份，新疆博州地区遭受50年未
遇的特大冰雹灾害，32.8 万亩农作物遭受严重
损失。灾害发生后，承保的险企会同当地政府
部门、农业专家及受灾农户代表成立联合查勘
小组，采取科学的查勘定损方法精准定损。根
据采集数据及农作物受灾实际情况，最终支付
赔款 11241.13 万元，为及时恢复当地农业生
产、维护农户切身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保险系副教授何林表示，在农
业生产遭受重大灾害损失时，农业保险充分发挥
了损失补偿作用，保障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也提高了农户的参保意愿和风险防范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保险的赔偿范围，一般
只包含物化的生产成本，如种子、化肥、农药、灌
溉、地膜等投入，不包括人工和预期收益。而
且，农业保险并非减产就赔付，通常减产达到一
定幅度才能得到赔付，具体的保障范围要依据
农业保险合同的约定。

企业财产如何保

事实上，自然灾害也会对企业房屋、生产设
备、原材料、库存产品等企业财产造成威胁。资
料显示，2016 年暴雨导致多家企业严重受损，
部分企业因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很快获得保
险赔偿，企业得以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企业财产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
同，对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
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的保险。企业财产保险承保范围较广，如房屋、
机器设备、工具、仪器、生产用具、交通运输工具
及设备、低值易耗品、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
产成品或库存产品、特种储备商品等都可以作
为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

企业财产保险一般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
综合险的保险责任比基本险有所扩展。基本险
的保险责任主要是赔偿因火灾、雷击、爆炸、飞
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原因造成保
险标的的损失，应对暴雨、洪水、泥石流、山体滑
坡等自然灾害需投保综合险。

2016 年 7 月份，河南新乡遭受特大暴雨。
某全国知名家电企业三个厂区被淹，水位超半
米。由于该企业投保了平安产险相关产品，灾
害发生后，保险公司立即由总、分理赔部专家组
成理赔小组，进驻各厂区，利用专业技术积极协
助客户施救，并在出险 4 天内向客户预赔 350
万元，查勘完毕后，再次预赔 500 万元；所有索
赔资料审核完毕后，共总赔付金额1500万元。

不少保险专家表示，保险机构在灾害面前
考虑的不仅是“保险契约”，更多体现的是为受
灾企业排忧解难的社会责任。不过，专家提醒，
并不是企业全部财产皆可承保，一些缺乏价值
依据或难以鉴定其价值的财产，如货币、票证、
有价证券、文件、账册、图表、技术资料等，保险
机构一般不予承保。

对城市居民来说，极端天气尤其是暴雨天
气对其工作生活影响最大，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行车安全。特别是车辆行驶在地势低洼的
道路、隧道、涵洞等路段时，如行驶不慎，容
易受损，甚至造成发动机进水，并可能导致发
动机损坏。很多车主认为购买了机动车损失
险，发动机受损也会获得赔偿，事实究竟如何？

“由于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动机损坏一般
不属于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赔偿范围。”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公司一位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说，
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是附加险，且一般不包括在
所谓的车险“全险”中。因此，车主在购买机
动车损失保险后，可以附加投保发动机涉水损
失险。

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是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

同，对被保险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因发动机
进水后导致发动机的直接损毁承担赔偿保险金
责任的保险。不过，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每次赔
偿通常会实行一定比例的绝对免赔率，也就是
说，保险机构对绝对免赔的部分是不予赔偿
的。即便投保了发动机涉水损失险，也建议车
主遭遇车辆熄火后不要再次启动车辆，以免对
发动机造成损害，增加额外损失。

业内专家提醒，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时，请
车主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及时向保险机构报
案，由保险机构到事故地点协助救援、查勘定
损；也可以通过手机等对事故现场拍照并留存
证据，作为接下来申请理赔的资料。如车辆存
在被淹风险，请车主及时开展自救，并报警寻
求救援。

发动机涉水险不在“全险”中
恬 安

新兴科学技术改变了理财模
式。在大数据帮助下，金融机构开
始尝试将积累的金融产品数据、用
户交易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等运用
到金融产品设计和推广中，智能投
顾逐渐成为当下理财的标配，用大
数据为用户精准“画像”则成为智
能投顾服务的起点。

“总的来说，传统金融机构、互
联网金融机构、第三方创业公司、
基金代销公司和有媒体属性的公司
等，都开始尝试将积累的金融产品
数据、用户交易数据、用户行为数
据等运用到金融产品设计和推广当
中。”盈灿咨询研究员童颖曼说。

“在传统的投资顾问中，确认用
户的投资期限、年龄和资金用途是
非常重要的流程。早期的智能投顾
产品，通常是以调查问卷形式来测
试投资人偏好。”童颖曼表示，在近
期的产品中，开始融入了场景。因
为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未来一个
时点的资金用途，对资产配置方案
的资金投向有很大影响。比如，子
女年龄较小时，为子女规划的教育
资金可以投向一些期限较长的资
产。配置退休养老金的资金时，必
定将资金安全放在首位。

具体到实践中，蛋卷基金的“蛋
卷家族理财计划”，推出了七类组合
计划，根据不同年龄层次，调整基金
的种类，并根据年龄增长不断调整。
再如，陆金所的梦想理财产品，根据
用户的资金用途，设计了买房、结婚、
子女教育和退休养老四种场景，用户
在选择场景以后，再根据投资期限和
金额、风险偏好测评等，得到推荐的
资产配置方案。

记者了解到，智能投顾刚刚在

国内兴起时，各平台更多聚焦如何
使用大数据建立量化模型，对金融
产品的交易数据很是重视。之后，
部分平台开始研究用户的行为数据
以求理财方案更加个性化。

简单来说，就是给用户“画
像”。通过注册信息、网页浏览记
录、产品购买记录、用户在集团其
他子公司和合作机构留下的信息
等，描绘用户“画像”。数据越多维
度越广，刻画的用户“画像”越细
致。例如，蚂蚁聚宝能够根据用户
的资产情况、个人属性、浏览记录
等行为数据，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
金融产品和资讯；陆金所则利用集
团优势，结合平安集团内部子公
司、陆金所自身和第三方大数据，
描绘用户“画像”，以求千人千面。

童颖曼表示，在现阶段，尽管
交易数据仍是各家理财平台主要的
数据来源，用户行为数据的使用尚
在初级积累阶段，但未来的想象空
间巨大。

不仅如此，早期的智能投顾类产
品，在给出资产配置方案以后，很少
能做到动态更新资产配置方案。根
据市场变化和用户行为的改变，按照
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成为大数据金融
产品设计和精准营销的优势。在近
期推出的不少产品中，一些机构已经
开始在动态更新方案上做出尝试。

例如，陆金所的 KYC2.0 系统，
会根据用户不断积累的投资行为等
数据对指标及参数自动调整，通过用
户的“坚果财智分”反映用户风险承
受能力。同时，该系统还能根据客户
投资经验的累积、投资知识的学习等
动态更新测评结果，从而动态调整用
户可以购买的产品。

行为数据——

让理财更具个性
本报记者 钱箐旎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不少投资
人更偏向于一些短期的理财产品，
并且对产品收益出现的波动承受能
力较低。因此，部分产品为了在有
限时间内吸引用户参与投资，往往
过分在意短期收益率和流动性。这
样单纯以成交规模为导向的资产配
置方案，容易忽视用户的真实需
求、长远目标。

不仅如此，在不同理财平台给
出的资产配置方案中，通常可以看
到在该方案下的历史数据走势。如
果把简单的历史数据作为参考，未
免显得太过简单。种种原因都可能
导致资产配置方案与实际出现较大
差距。

换言之，现在各平台推出的产
品，经历的时间都较短，投资人还

无法通过一个较长时间段来考量产
品是否优质。如果投资人对资产配
置方案不信任，则难以将大量资金
在较长时间段按照方案配置资产。
平台推出的产品如何赢得投资人信
任，是大数据驱动的资产配置方案
面临的一大难题。

科技使互联网金融产品变得
更加智能和个性化。但是，这些
产品仍处在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初
级阶段，离成熟产品仍有较大距
离。同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
台，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互联
网金融平台，都要拥有相关牌照，
且需要在合规下开展。智能投顾能
否突破当前的技术瓶颈，能否把握
创新与合规的平衡，决定了其未来
能走多远。

智能理财能走多远
秦 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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