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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共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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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和愿景
共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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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忠利雇员福利 (GEB) 网络综合数据

共同旅程 GEB 网络数据 - 2020 年

我们的员工

203
名员工

30 个国籍

37岁平均年龄

保费

14.73亿欧元
毛保费

包括其他忠意保险分公司 1.75亿 欧元

我们的办事处

亚特兰大
法兰克福
香港
伦敦
卢森堡
米兰
孟买
巴黎
帕西帕尼
布拉格
旧金山
圣保罗

我们的客户

350 个共保 和 GUP 客户

44 个自保客户

2,451 个独立再保客户

我们的网络

139 个网络合作伙伴：

34 间忠意集团公司或关联公司

2 间分公司

103 个代理合作伙伴

123 个国家/地区

其中120个国家/地区有新业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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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 GEB 团队提供全球服务
203 名员工、3 个区域中心和 12 个办事处

卢森堡

法兰克福

布拉格

伦敦

巴黎
米兰

帕西帕尼

亚特兰大
旧金山

GEB 总部

区域办事处

GEB 服务台

区域中心

圣保罗

孟买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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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世界各地的员工

GEB 的业务覆盖全球 123 个国家/地区，並拥有 139 个网络合作伙伴

GEB 网络覆盖范围

GEB网络合作伙伴均为：

本地保险公司
处于各自市场的领先地位
因卓越的专业知识和优质
的服务而备受认可

员工福利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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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关键特质助跑共赢之路：

单一触点，快速直达

专注高效的服务团队，

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规范专业，国际标准

透过全球性的规范方案，
我们庞大的网络为客户提

供安心妥当的保障

技术/创新思

以创新思维解锁新的机
遇，满足不断发展的客户

需求

数据畅连，信息共享

通过增值服务和合作伙伴
的生态系统实现数据和信

息共享

专注用于支持跨国企业的专业知识

我们的承诺：携手并肩，深耕共赢，共同成就



我们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协力保障您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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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雇員福利解决方案
您专注雇员管理，风险我们分担

仅再保险 (Reinsurance Only)

支持本地网络合作伙伴为大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和
分公司提供保险服务。即使没有国际解决方案，亦
可利用他们在本地的承保能力，支持其为跨国公司
提供服务。

长期共保 (Lifecyle Pool)
根据保费和池中包括的国家/地区来适应客户随着时
间变化的规模和风险状况。
该解决方案整合多雇主池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小的
联营保费）和独立池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大的联营
保费）的优势和简明性，可在特定阈值之上进行个
性化调整。

全球承保 (Global Underwriting)

实现前瞻性的资金策略，优化本地员工福利计划的
财务和信息流。全球承保还提供增强版的条款和条
件，并根据每个国家/地区和每种承保范围的综合比
率，提供集中协商和前期定价优化服务。

自保 (Captive)

自保公司是指专门为其所属集团的风险投保或再保
险而成立的（再）保险公司。它是一种用于管理公
司保险福利计划的战略方法，能够通过有吸引力的
方式来治理、筹措和实现有竞争力的员工福利计划，
同时为公司提供全方位的透明度和控制能力。

本地

全球

全球

全球



9

健康服务
专责健康服务团队、交互式数字信息面板和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

全球医疗理赔信息面板

提供全球 40 个国家/地区和特定国家/地区趋势和成本驱动因素

视图，涵盖 90% 的 GEB 产品组合

健康资源中心

针对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的在线工具、服务、通讯包和合作伙

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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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数据中心

同一个参考点

 在线信息面板提供历史数
据

 每季度更新

 交互式

 可供下载

 全球、区域和本地

客户和经纪人可全天候获取数据、报告和信息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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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资源中心
浏览 geb.com/COVID-19 获取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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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苗公告

GEB 与 Granite Management 合作每月更新与新
冠肺炎疫苗相关的资讯，内容包括：

 关于病毒变异的最新消息

 关于获批疫苗和处于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的疫苗的最新消息

 对雇主的影响

 雇主现阶段可开展的工作

浏览 geb.com/COVID-19 获取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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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伙伴、解决方案、服务和员工的季度更新
请在 geb.com 上订阅《GEB 客户和中介洞察》(GEB Client & Intermediary Insights)

视频 文章主题



访问 geb.com 获取更多信息

谢谢！

GEB期待与您开展我们的共同旅程。

联系邮箱：MandCE@geb.com
市场营销和客户体验部

#我们有共同的想法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bzhves4H5re-HL4PWMXapw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generali-employee-benefits
http://www.geb.com/
https://www.geb.com/?utm_source=power_point&utm_medium=final_slide&utm_campaign=site_link


免责声明

“上方信息和通讯由 A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 – Luxembourg Branch（以下简称“本公司”）提供，其注册办事处地址为 52, boulevard Marcel Cahen, L-1311 Luxembourg,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A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 – Luxembourg Branch 即忠意保险公司的卢森堡分公司。忠意保险公司是一家依据意大利法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办事处地址为 34132 
Trieste, piazza Duca degli Abruzzi, 2，注册公司编号为 00079760328。使用或下载本出版物，即表示您同意并将被视为遵守下文所载的条款和条件。

本出版物的内容是本公司的财产。本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拷贝、复制、转载、上传、出版或分发本出版物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除非本公司同意您打印
相关页面的摘录内容供您个人使用。本出版物上显示的商标和标识是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忠意集团公司）或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使用上述商标和标识。

本出版物所载信息由本公司善意提供，据本公司了解准确无误。本出版物无法涵盖所述福利主题的各个方面，且本公司概不保证其完整性或准确性。本出版物无意提供法律或其他建议，读者应
向法律或财务顾问咨询相关建议或国际福利相关事宜。本出版物所载信息来源于内部和外部渠道。本公司有权随时自行决定修改上述信息以及适用于本出版物的功能和操作使用规范，恕不预先
警告。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确保本出版物所载信息完全符合可靠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然而，本公司对出版物内容中不能归为本公司责任的任何错误或不准确的信息概不负责。本公司对
出版物内容中不能归为本公司责任的任何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概不负责。此外，本公司对因超出公司控制范围的情况而导致本出版物所载服务短暂或长期中断、延迟或出现
障碍等任何不良后果概不负责。链接网站所载信息均不构成本公司或其关联公司购买或出售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或提供任何投资意见或服务的建议、招揽或要约；某些信息可能是根据法律、
法规或自律守则条款的要求或建议发布在链接网站上。如果本出版物所载信息的提供、使用、通讯或传播违反任何政府机关或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的适用法律、规则或法规，或本公司未授权提
供此类信息或服务，则不得在境外或由外国人使用、下载或引进本出版物所载信息。此类信息并不构成或组成、也不应被视为本公司或代表本公司提出的要约或者在任何国家/地区认购或购买任
何证券的邀请，包括任何境外国家（包括但不限于美利坚合众国）或经后续修订的《1933 年美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项下的“S 条例”中定义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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