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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UMI

我们是一家专业性机构，总部和注册地

都位于汉堡，由会员运营，为会员服

务。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4年。作

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保险行业协会，我

们深感自豪。

    我们拥有100多名技术委员会成

员、21名IUMI专业合作伙伴（IPP）和

19家分支机构，为思想交流、市场信

息和最佳实践共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

台，提高了全球行业的专业水平和标

准。

    作为经认证的非政府组织，我们通

过向欧盟、国际海事组织等多个国家、

区域和国际机构派驻代表，以保护和扩

大会员权益。

    2016年，我们在香港建立了首个亚

洲区中心（IUMI Asia Hub），致力于在

亚洲这个重要的水险区域提高参与度，

并给予其更多支持。

行业话语权

游说

数据统计

信息资讯

教育培训

跨区域交流

沟通平台/专业会议

成为IUMI会员可以享受一系列优势， 

包括：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IUMI）
是全球海上保险市场中最具

影响力、最值得信赖、最有

代表性的机构。目前，我们

代表了超过4 0个国家（地

区）及水险市场的直保、再

保协会，加之这些协会各自

的会员，已覆盖了90%以上

的全球水险市场。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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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行业正处于一个受政

治、经济和技术环境影响的

变革时期。数字化和网络安

全将严重影响航运业和物流

业的未来，但对此我们是否

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必

须共同努力，共享经验和专

业知识，帮助大家全面认识

我们必将面临的新挑战和新

机遇。 IUMI的独特优势之

一，就是能够将海上保险的

各部门聚集在一起，使全球

水险界站在统一的立场发出

声音，并受到重视。

Richard Turner 
IUMI总裁兼RSA卢森堡CEO



作为更广泛的航运和保险利

益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在其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与

利益网络的其他主体机构密

切合作，以确定并监测与全

球海上保险业有关的框架问

题。这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

情况影响业界的观点和意

见，倡导可能的行动和措

施。

我们最近的举措包括：呼吁

采取迅速、适当的国际性措

施，为遇难船只提供避难

所；以及宣传改进集装箱船

上消防系统的迫切性。为会

员争取更多的利益是我们的

业务核心，我们将就与海上

保险有关的问题继续开展有

效讨论。

Helle Hammer 
IUMI政治论坛主席兼Cefor董事总经

理，挪威奥斯陆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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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MI事实与数据委员会每

年出具两次海上保险统计报

告。这些报告被广泛认为是

最全面、最准确的数据来

源。报告内容涵盖：全球水

险保费的关键指标和趋势；

水险整体情况、船舶险和离

岸能源险等情况报告；以及

船队和货运统计。我们的报

告在整个行业内被广泛使

用，是决策制定和风险分析

的重要参考。

Don Harrell
IUMI事实与数据委员会主席兼国际保险

负责人，全球水险总监，Aspen保险公

司，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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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保险业日新月异，我们研究总结当

前行业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 IUMI前
沿问题清单（Policy Agenda），而我

们的会员则据此处理相关问题。Policy 
Agenda指出行业的关键问题，作出概括

介绍，并给出IUMI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

立场。

    我们的季刊《 IUMI Eye》汇集了

所有与海上保险相关的最新信息，是

涵盖技术、监管规定和更具普遍意义

的行业文章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

《IUMI Eye》已成为我们会员和对我们

行业感兴趣的人士必读的通讯信息。

每届IUMI年会，我们用3天时间举办10
场研讨会，为会员们提供了一系列热门

话题的最新形势讨论。研讨会不仅有助

于拓展知识，还有助于提高风险分析能

力。在不断变化的行业中紧跟潮流是一

项挑战，能够参与IUMI年会并获得相关

信息，给我们的会员提供了一项明显优

势。

    在IUMI，我们坚信知识共享有助于

彼此互利共赢。在IUMI网站重建后，我

们增加了搜索功能，便于用户通过搜索

我们庞大的档案库，找到有趣的或相关

的文档。

Lars Lange
IUMI秘书长，德国汉堡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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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特别是对新人的

教育培训，对于航运保险业

未来的成功和繁荣至关重

要。教育培训是 IUMI的核

心任务，相关活动分为五大

类：定期网络研讨会；线上

教学；课堂教学；提高对于

各国教育项目的认识；以及

创建互动式教育数据库。我

们现有的或仍在开发中的实

用工具和培训项目，将有助

于我们水险条线留住人才、

培养人才。

John Miklus
IUMI教育论坛主席兼美国海洋保险商协

会主席，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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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MI是一个国际组织，会员

来自世界各地。最近，我们

已采取重要措施，在不同地

区之间架设沟通桥梁、加强

交流联系，激励专业知识和

实践经验的共享。需要指出

的是，我们在香港建立了亚

洲枢纽（Asian Hub），这是

IUMI在欧洲以外地区的首个

常设机构。

Peter Tam
IUMI政治论坛暨教育论坛及香港保险业

联会行政总裁，香港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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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MI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平

台，通过协会活动以及年

会、亚洲论坛等会议促进彼

此的交流。 IUMI年会是海

上保险业的年度盛事，能够

吸引600多名行业代表、60
位高水准的演讲嘉宾和专题

演讲嘉宾，就高度关注的

重要市场问题进行演说和探

讨。IUMI会议汇集来自世界

各地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

提出重要问题并组织探讨，

为行业交流提供了绝佳的沟

通平台和分享机会，IUMI会
议也因而享誉球。

Mike Brews
2018年IUMI货运委员会委员 南非

开普敦年会组委会主任，Horizon 
Underwriting Managers承保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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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IUMI会员

所有等级的会员都享有相同权益，

包括：

1.  有资格参加IUMI会议；

2.  访问IUMI网站的密码保护区域；

3.  访问IUMI统计信息；

4.  访问IUMI数据库；

5.  参加IUMI教育项目，费用减免；

6.  在IUMI理事会会议上享有投票权；

7.  有权提名IUMI技术委员会候选人；

8.  有资格加入IUMI执行委员会；

9.   受益于IUMI独家网络，包括IUMI附属

机构（IUMI Affiliates）和专业合作伙

伴（Professional Partners）。

年度水险保费收入（美元）  会员年费（欧元）

四级：<1亿  4,155
三级：1 – 2.5亿  6,180
二级：2.5 – 5亿  7,305
一级：5亿 +  13,290

普通会员仅限于一个国家或

市场的航运保险协会。如无

此类组织，那么具有类似功

能的机构也可能有资格申请

成为会员。

新的IUMI会员协会在每年9
月的IUMI年会期间由IUMI会
员大会进行选举。会员申请

在此之前提交IUMI秘书处。

会员年费根据会员所在相应

市场每年的水险保费规模确

定。



联系方式
IUMI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
Grosse Elbstrasse 36 
22767 Hamburg, Germany
电话  +49 40 2000 747-0 
info@iumi.com 
iumi.com

Lars Lange 
秘书长

Hendrike Kühl 
政策主管

Corinna Wintjen 
行政助理

IUMI准会员

2018年9月， IUMI引入了 

“准会员”这一新会员类

别，适用于考虑加入IUMI成
为正式会员的组织。

准会员可以在三年内以“准

会员”的身份参与 IUMI活
动，每年减少1,000欧元的会

费，享有有限的会员权利。

在三年期间，准会员可以更

深入地了解IUMI及其优势，

并决定是否成为正式会员。

如想获取更多信息，敬请联

系IUMI秘书长。

欢
迎
加
入
！

mailto:info@iumi.com
http://iu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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