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全球
合作伙伴，
提供本地
化服务

企业介绍

企业愿景

MAXIS Global Benefits Network (MAXIS GBN) 是大
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与安盛集团共同创立的一家
领先的国际性员工福利网络，向全球各大跨国企
业提供世界级员工福利观点和解决方案。

无论员工身处何方，我们担当保
障员工及其家属的健康和财务
安全的重要角色。
我们致力于成为最值得信赖、
最具协作和创新精神的合作
伙伴，提供数据驱动型可持
续解决方案，助力跨国雇主
提升当地员工的福利待遇。

Who are we?

1998

+250
为全球

5.5

帮助

家跨国企业

多
万
名
员工提供福利

2010

大都会人寿
大都会人寿
保险公司和
保险公司收购
安盛集团合作， 美国人寿保险
以 MAXIS GBN 的
公司 (ALICO)，
名义开始运营
扩展 MAXIS GBN
网络和能力

雄厚的规模、实力和稳定性使我们脱颖而出，但公
司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的员工队伍。
我们的
全球团队与共保网络中的本地保险公司（成员）
和顾问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帮助 250+ 家跨国企业
向全球 5.5 多万名员工提供员工福利，同时协助
其实现战略目标。

2016

MAXIS GBN
成为大都会
人寿保险公司
和安盛集团
的合资企业

2017

我们在伦敦
设立新总部

2018

2020

在 MAXIS 成立
MAXIS 被视为
20 周年之际，
数字化创新、
我们将新企业的
健康与福利和
敏捷性与 20 年的 卓越思想领袖的
丰富市场经验
引领者。
相结合

不断演变的员工福利领域

不断演变的员工福利领域

未来的工作方式和不断演变的员工福利。

在实现战略目标的同时，跨国企业最为关注仍是为全球各地的员工提
供无微不至的关怀。
而这正是 MAXIS 网络的优势所在。

“变乃生命唯一的常态”1人们普遍认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创
作的这句名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00 年，时至今日，谚语本身仍历
久弥新，被大家进一步奉为真知灼见。
科学技术已彻底改变现代社
会的运作方式，无论您身处何地，都可以在短短数秒内与世间任何
人建立联系。

我们可以与您开展合作，协助区域与当地顶级保险商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这些保险商能够提供符合规定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满足员工的特
定的文化需求。

技术进步已对公司和员工个人的工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鉴于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这种惊人的变化速度将只增不减。
把
握此类趋势对人力资源 (HR)、员工福利 (EB) 和风险管理专家而言
至关重要，共同塑造未来的员工福利计划以及制定实施的方式和
举措。
雇主可根据员工不断变化的需求来提供行之有效的员工福利计
划，确保吸引并留住所需人才，从而促进业务增长和发展。

1

覆盖面广泛

凭借全球 120 多个
国家地区的近 140
家本地保险公司，
我们为 5.5 多万名
员工提供保障。

Anon, Ancient.eu https://www.ancient.eu/Heraclitus_of_Ephesos/（来源：2019 年 11 月）

140

家本地保险
公司（成员）

120

个国家地区

经验丰富

我们帮助 500 家跨
国客户管理旗下的
全球员工福利计划。

全球化方法

我们提供创新而精
简的解决方案，协
调全球和地方的优
先事项，帮助降低成
本，实现规模效益。

本地化专业知识

我们的本地保险商被
公认为是市场的领导
者。
他们深入本地市
场和了解竞争环境，
拥有丰富的经验深入
的了解，帮助 MAXIS
客户从中受益。

值得信赖的
合作伙伴

我们提供一个单一
联络点，即可实现在
动态三级客户管理结
构：全球、区域和本地
中联动服务。

我们为跨国企业提供多元化的全球福利解决方案和各项服务。
除全球服务外，我们的当地成员还可以为您和您所在的区域
提供本地化解决方案。

180+ 50+
10+项 10+项
共保计划

自保计划

促进员工健康，为账本底线
带来积极影响

全球风险计划 GPDS

由于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通货膨胀率，我们深知了解医疗成本上涨的
最大驱动因素以及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对您的重要性。
我们推出的“两步法”可以
帮助您实现这一点。

我们的解决方案

第 1 步：诊断

MAXIS Global Preferred Data Solution项年度
独立服务，为您的各地保单提供全面综合的
财务数据分析，不收取额外费用。

分析解决方案

 确成本驱动因素、趋势和最大
明
的财务变化

	适用于超过 30 个市场

MAXIS Global Pool Solution有助于您实现
更强大的全球管理，实施全球员工福利战略。
根据贵司的年度运作表现，您每年可以收到
相应的报告及收益。

	12 个月滚动分析同期年度变动

	年度报告一套四份：保险赔付、
市场基准、人口健康与风险分级
以及已发赔付。

MAXIS Global Risk Solution适用于高度
集中化管理决策的公司架构模式的企业。
利用MAXIS的再保险能力，确保实现更好
的条款和条件，并每年报告一次。

第 2 步：规范

全球健康解决方案

	我们网络的本地保险公司提供当地市场的
健康管理计划。
我们的“健康管理能力汇总
(Wellness Capabilities Grid)”详细列出了此类
服务。
	“MAXIS 全球健康”(MAXIS Global Wellness)
对上述计划予以补充，旨在提供下列有助
于应对成本驱动因素的服务：

–	MAXIS WIT（健康智能工具）- 最先进的
分析工具，帮助我们的自保客户计算实施
有针对性的健康活动所节省的潜在成本。
–	健康和福利工具包 - 针对特定主题的教
育活动，旨在帮助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健
康意识和教育计划，从而有效推动全球本地的健康管理战略。
–	我们的健康技术市场 - 涵盖了我们精心
挑选的数字健康解决方案的第三方供应
商，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管理。

MAXIS Global Captive Solution帮助您建立
新的员工福利自保计划，也最大限度
协助您从风险福利资金运作中获益。
每季度报告一次。
MAXIS Mobility Solution有助于满足全球移
动员工的不同福利需求，并且可以整合至
现有的全球计划中。
MAXIS Global Wellness基于多年来的
全球健康数据分析，为您需要解决多个
地区的医疗成本上涨提供各类工具。

努力开发复杂的报告工具，
帮助提供有效的医疗风险和
医疗保健管理。

我们如何付诸行动？

我们有何与众不同

以实力为后盾，以全球专业知识为基础

我们致力于在员工福利转型方面发挥核心
重要作用。
我们与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紧密
合作，确保提供员工应有的各项服务，帮助
您实现战略目标。

我们的实力和旗下网络

我们由全球最大且最值得信赖的两家保险公司提供支持：大都会人寿
保险公司 (MetLife) 和安盛集团 (AXA)。
这意味着两大母公司拥有我们
超过 60% 的本地保险商，占据了总保费的 80% 以上，这一比例远高于
任何其他全球共保网络。

全球总部

通过位于伦敦总部的团队，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我们的网络 - 遍布全球 120 多个市场的近 140 家成员保险商，
造就了全球影响力和本地市场专业知识的强强联合。
他们
深入了解本地的竞争和监管环境，其中许多被公认为是
市场的领导者。

	全面的全球关系和客户管理
	主动管理全球计划

	提供承保、报告和再保险方面的支持。

区域业务

这些成员保险商与我们的网络紧密相连，而我们与
他们之间的强大关系也使得互相快速交流信息，
能够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

我们的业务覆盖四个地区，每个地区均设有办事处，以
便实现以下目的：
提供集团员工福利方面的整体认识

	协助推动并调整集团员工的福利理念
提供最新的本地趋势。

本地团队

我们的团队结构确保我们能够为您提供：
有关市场实践和成本方面的本地见解

数据驱动和洞
察力驱动，主动
性管理

	本地运营职能和各项服务

全球
/总部

	在每个国家均配备专门的跨国专家。

全方位视角，
公开透明

深谙您的需求和
目标

此外，我们还提供各类
额外服务2

区域业务
本地团队

遵循当地的
交付要求
来开发解决方案

和关键角色保持
密切联系，树立
意识

	通过人性化方式安全获取 OneClient
门户网站的以下内容：

您的 MAXIS GBN 报告和交互式面板
账目文件

拥有全球和本地的承保能力

MAXIS WIT（健康智能工具）

	参阅 Axco 国家福利概况 (Axco Country Benefit
Profiles) 了解市场和监管信息3
关键联系信息。

 们每月发布的《Viewpoint+》时事通讯中通过
我
原创研究和白皮书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 并非所有服务均适用于所有客户
3 Axco 保险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Axco Insurance Information Services Limited)
位于美国威明顿。

稳定且
经验丰富

灵活的
解决方案

负责、可靠
服务

全球网络，
本地交付

造就
未来

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团队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和安盛集团已在 1998 年成功开展合
作，但正式的 MAXIS GBN 合资企业及其伦敦总部则于近期
成立。

2016 年，MAXIS GBN 仅在伦敦拥有一名员工，而如今公司已
在全球 +6 个地区拥有近 140 名员工。
我们的员工来自 30 多
个国家/地区，能够说多种语言，反映了 我们的客户和网络
具有国际性质。

我们自创始之初便坚持聘用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员工，旨在
吸收保险业以外的新鲜观点和专业知识。
这使得我们能够在
变化多端的世界中发挥创意、开拓创新。

全球认可

一直以来，我们的专业能力备受行业认可。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视价值观为重中之重，而价值观
也反过来成就了 MAXIS GBN。
MAXIS 介绍

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是什么企业？

我们有何抱负？

我们做什么？

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MAXIS Global Benefits Network 由全
球最大的两家保险企业——安盛集
团和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长期合作
成立。
我们是 MAXIS，我们充满朝气，我们
满怀热忱，我们开拓创新。
MAXIS 通过旗下的全球网络整合了
全球客户、本地保险商和咨询顾问。

我们帮助跨国企业有效地管理旗下
的员工福利计划，协助其实现战略
目标。

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首选的
福利网络。

我们秉承主人翁精神，坚持尽职
尽责。

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团队，我们齐心
协力，通力合作。
我们精心制定解决方案，积极开拓
创新。

如果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奉行 MAXIS 价值观 —
我们定能成为赢家

通过 MAXIS for Good
发挥积极影响

环

我们心怀社会，力图改善
人们生活注重多样性、平等
和包容以及人们的健康和
幸福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
一部分。

社区

境

环

保

让

的一 切 都 创 造 积

极

影

社会

MAXIS

们

所做

人工

我

网络

社区

响

无论何时，负责、正派和可持续都
是我们所有人工作时的最高准则。
我们的 MAXIS for Good 计划说明
企业社会责任 (CSR) 如何助力我们
完成 MAXIS GBN 的日常活动。
这
个计划由三大支柱组成，覆盖七个
核心领域：社区、人、行为与道德、
客户与解决方案、供应商与合作伙
伴、MAXIS 网络和环境。

我们核心领域的使命

作为一家国际性大企业，
我们与地方和全球慈善
机构合作，为活动筹集
资金，踊跃捐款。

人工

行为与道德

因为相信员工是企业成功
我们不遗余力地遵守最高
的核心要素，我们将员工参 行为标准，留住同事、客户、
与度列为企业运行的核心。 股东、监管者或供应商等利
益相关者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已经形成了赋能的文
化，它以促进多样性和人人 我们的政策，包括《商业行
机会平等的价值观为基础。 为准则》
，正是为设立我们
与客户和业务合作伙伴
通过指导、培训和内部
合作和开展业务的标准
流动，鼓励和促进专业和
而制定。
个人发展。

客户与解决方案

我们做任何事都以客户与
解决方案为中心。
我们的任
何运营行为都会考虑环境、
道德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力争与客户形成可持续发
展关系，经受住时间的考
验。
确保我们的所有运营
行为始终符合法律法规，
包括严苛的 KYC 流程。

作

伙

客户

道
与

合

济

行

为

商和

经

德

供应

伴

与解决方案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竭尽全力确保所有参与采
购活动的员工都以最高道
德标准要求自己，肩负起
社会和环境责任，遵守法
律法规，考虑经济后果。

MAXIS 网络

本地近 60% 的保险公司
都属于 AXA 和大都会保险
公司，二者遵循世界领先
的全球集团政策，提供额
外的本地社区活动。
我们
的独立成员也支持在可持
我们渴望与同样践行公正
续发展、包容和多样性、教
和正派原则的供应商合作，
育、监管、商业等方面影响
我们的采购流程也是如此。
深远和有前瞻性的实践。

环境

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融入
业务实践，通过我们的建
筑和基础设施减少纸张
消耗、污染和浪费，尽力
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如何
提供业务支持的信息，请联系
您当地的 MAXIS GBN 代表或
访问 maxis-gbn.com 网站。

本文件由 MAXIS GBN 编写，仅供参考，不构成建议。
MAXIS GBN 已尽一切努力确保本文件中的信息取自可靠来源，但无法
保证其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文件中包含的信息有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因此，任何依赖此类信息的行为均需自行
承担风险。

MAXIS Global Benefits Network（以下简称“Network”
）是由法国巴黎的法国安盛集团（以下简称“AXA”
）和纽约大都会人寿
保险公司（以下简称“MLIC”
）共同成立，并在当地获得许可的 MAXIS 成员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成员”
）网络。MAXIS
GBN 为私人有限公司，股本为 4,650,000 欧元，通过 ORIAS 注册，注册号为 16000513，注册地址为 313, Terrasses de l’Arche 92 727 Nanterre Cedex，France，是一家促进网络发展的保险和再保险中介机构。
MAXIS GBN 由 AXA 和 MLIC 的附属公司共
同持有，但不签发保单或提供保险，此类活动由旗下成员进行。
MAXIS GBN 通过其英国机构在英国开展业务，注册地址
为 1st Floor，The Monument Building，11 Monument Street，London EC3R 8AF，机构编号为 BR018216，并在其他欧洲国家开展以
服务为基础的业务。
MAXIS GBN 通过大都会人寿保险经纪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地址为 200 Park Avenue，NY，NY，10166，
属于纽约州的持牌保险经纪公司。MLIC 是唯一获准在纽约从事保险业务交易的成员。其他成员未获得在纽约开展业务
的许可或授权，其所签发的保单和合同未得到纽约金融服务总监批准，不受纽约州担保基金保护，且不受纽约所有法律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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