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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Shuyan Liang  FIA, editor@chineseactuary.org  

 

Dear CANUK members, 
 
2017 is nearly coming to an end and Chirstmas is around the corner. 
Have you all started your Christmas shopping?  
 
This month, Bank of England (“BoE”) has voted to increase the base 
rate (from 0.25 per cent to 0.5 per cent)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July 
2007. Usually central bank would raise interest rates when consumer 
and business demands was accelerating. But no one could say the 
economy was overheating today. Real earning is declining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is flatlining. However, BoE has a legal mandate to 
hold inflation to 2%, and the rate has now hit 3%. So BoE has to use 
it’s only one tool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to target. But the reason of 
higher inflation in the last 12 months is almost entirely due to sterling 
depreciation that has occurred since the Brexit vote last year. The rise 
in interest rate will particularly hurt those with mortgages and consumer 
debts who will now have to pay more. Given monetary policy is failing, 
i.e. interest rate could go no lower, and BoE’s programme of 
quantitative easing has been only partially effective so far, is it a time 
for UK to restore the proper role of fiscal policy in managing the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the virtual currency Bitcoin price soars to record 
high of $7,000 this month –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500 per cent this 
year alone. Bitcoin was created during 2008 financial crisis to operate 
outside of central governments,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e 
factor that could explain bitcoin’s growth in popularity is the lack of 
external regulation and control from big banks, and to some extent, the 
exhausted monetary policy options available with central banks.  
 
However, not everyone is convinced about the future of Bitcoin, and 
some experts, such as Kenneth Rogoff,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s said that central banks could create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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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urrencies and using regulation to tilt the playing filed until they win. He 
also mentioned that based on history, what the private sector innovates, the state 
would eventually regulates and appropriates. So what’s your view on the future of 
crypto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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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Diary 
>>>>>>>>>>>>>>>>>>>>>>>>>>>>>>>>>>>>> 

Social Event 

It is the festive season of the year that we should 
award ourselves for a year worth of hard work! 
CANUK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the 
last social event in 2017 and we will celebrate by 
playing Ping Pong and relax. As usual, we have 
limited seats. Please register your interest early. 

Date and Time: Monday 27 November 2017 18:00 
– 20:00 BST 

Location: Bounce, 241 Old Street, Shoreditch, 
London, EC1V 9EY 

 

CANUK Annual Event 

Jan/Feb 2018: CANUK Anniversary Event will be 
held in Jan/Feb 2018. This is a time for all CANUK 
members to come together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and catch up with each other. Date and time 
will be updated later via email/ wechat notification.  

 

 
 
 
 
 
 
 
 
 
 
 
 
 
 
 
 
 

CANUK Activities 
>>>>>>>>>>>>>>>>>>>>>>>>>>>>>>>>>>>>> 

After Exam Drink – May 2017 
 
The after exam drink took place on 12th May this 
year to celebrate the end of another exam season. 
There were about thirty students showed up and 
enjoyed a fun night with other fellow members and  
friends at Counting House.  
 

 
 
Geopolitical Risk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 
Joint Event with SEFIN – June 2017 

 
CANUK has teamed up with SEFIN again for a 
joint event on 2nd June 2017. This time the topic is 
on “Geopolitical Risks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Yuke Ma, the Portfolio Manager from Orbis 
Investment Advisory, gave a speech on “How to 
Invest in the Eyes of Geopolitical Risk Storm”. 
Following that, Jinnan Tang, Senior Consultant 
from Insight Risk Consulting, gave a speech on 
geopolitical risk from an insurer’s perspective. 
There was panel discussion and Q&A after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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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Thinking At Work – August 2017 
Positive thinking plays a vital role in our day to day 
work life, that’s why we are CANUK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discussion on this very topic. 
The event took place on 18th August, 2017. Travey 
Mceachran, Simon Yeung and Lin Yue gave a joint 
speech on “Positive thinking at work” and there 
was panel discussion and Q&A after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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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P&C markets and products in China 
and UK - Joint Event with Shanghai Actuarial 
Network 
CANUK has teamed up with Shanghai Actuarial 
Network in China for a webinar on 26 October 
2017. This was to discuss with members on the 
topic of Life and P&C markets and products in 
both China and UK. CANUK’s sponsor Mansion 
House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on the demand for 
Actuarial Jobs in the Europea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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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 UK 

 

>>>>>>>>>>>>>>>>>>>>>>>>>>>>>>>>>>>>> 

地缘政治风险 (Geopolitical Risk: 

Insurers Beware) 
CANUK & SEFIN Joint Event 2017 

 
Jinnan Tang 
Senior Consultant 
Insight Risk Consulting 

 
 

什么是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并没有统一而且官方的定义。在互联网上

可以找到多种对它的诠释，我的总结是：地理因素

下的政治动态和格局。  

风险的定义对精算师来说则是最清楚不过了，我将

它总结为：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内，由某种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引发事件，并造成损失或收益的

可能。 

地缘政治事件的与其他风险事件不同，比如火灾的

风险。相比火灾所引发的事件，在各种地缘政治事

件中，比较难以找到相似的事件。事件之间也不够

独立，通常一件事引发另一件事。事件会造成巨大

的损失，而且难以衡量，比如战争，恐怖袭击，政

治暴乱，如图 1所示。在这些特点面前，传统的精

算统计方法失效，对风险的估价依赖政治专家和承

保人的主观判断，这又增加了人为主观的不确定

性。所以政治风险的保险产品是不少保险公司不愿

意触碰的领域。 

图 1：地缘政治风险的相关词在媒体以及报刊中出

现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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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事出必有因。从风险的角度看，政治

事件的发生一定是有政治风险的因素造成的。风险

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它推

动事件的发生。政治事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规

律难寻，他们的发生又催化了原有的风险因素的改

变，从而引发新的政治事件。在互相的作用下风险

叠加，使得越远的未来越难以看清楚。 

举个例子，在欧洲依旧迟缓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涌入

的外来移民这样的大环境中，英国人民用选票把自

己投出了欧盟，此事件帮助引出了非建制派呼声见

长的势头，接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并邀请当时的英

国独立党出席出台讲话，这一切又顺理成章地推动

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对跨国贸易产生消极

影响。 

更多的例子和假想如图 2 所示： 

图 2， 政治风险因素和政治事件相互作用 

 
仅仅是英国脱欧就已经使不少人大跌眼镜了，从这

里引发的英镑贬值，和将来一系列的与欧盟谈判的

结果，再到这些结果对英国经济的长远影响，对这

些估测起来，就真的和大猩猩扔飞镖的准头相差不

远了。 

地缘政治风险与保险 

然而这一切与保险公司有何干系？他们为何会在

乎？以英国脱欧为例，可以从五各方面去说。 

1，产品定价 

在车险定价方面，由于欧洲法院在 2011 年颁布性

别指令，性别不可被用作定价因素。脱欧之后，性

别如果被重新使用，将会在男女车险重新定价上增

加多一层的不确定性。 

脱欧会导致一些保险公司降低在英国的市场份额，

降低市场竞争度也会给保险产品的价格加上不确定

性。 

欧盟范围的旅游保险的价格也会因此发生变化。现

有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相互的协议：如果欧盟国

家的游客在另一个欧盟国家受伤， 在特定的情况

下，伤者可以被运送回自己的国家接受治疗。这一

协议一旦不在，旅游保险就需要承担这一部分的开

销了。 

2，储备金 

脱欧有可能导致理赔的速度或原则的变化，比如理

赔人员的流失和更换，跨境业务手续等等。使得对

储备金的估测，尤其在重审未决索赔准备金时产生

影响。 

3，投资分配以及负债匹配 

脱欧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在资产方面，英镑价值

一路下跌，投资者丧失信心，部分公司信用评级的

浮动等等。都会波及到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匹配程

度。 

4，第三方信用 

脱欧可能会导致境外原欧盟国家资金回流受阻，或

是再保公司无法按原有合约履行赔偿和续保。 

5，公司操作 

一些保险公司或组织为了预防脱欧带来的跨境阻

力，也就是丧失所谓的护照通行权，已经在欧盟选

好了分公司的地址。这都是不小的额外开销。 

对于是否更改现有的偿二代法规，各个公司也是众

说纷纭，任何相当程度的修改，执行起来也必将再

费番周折。 

6，风险资金要求 

以上这些被波及的方面，会影改变一个保险公司对

整体风险资金的评估，进而引发对企业风险管理的

重新思考。如图 3。 

图 3，保险公司 SII 风险资金受到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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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应对办法 

如果公司的产品和操作已经暴露在政治风险中，应

该如何正确应对？这就要说到企业风险管理了，好

的风险管理需要公司有一个明确的管理框架，这需

要对负责人和时间有严格的把握。如图 4. 

图 4，地缘政治风险管理流程 

 
第一步 

识别地缘政治风险，这需要保险公司各部门利益相

关者打开脑洞进行头脑风暴，多方咨询。不光要考

虑可能引发的第一层政治事件，还要考虑到连带反

应。应该对列出的风险有一个大体的分类，并连线

风险拥有人或负责人。 

第二步 

着手分析风险。对风险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给政治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打分，比如 1 到 5

分的发生可能性，5 分为最有可能发生，1 分为最

难以发生。如这个列表：
发成可能级别 用语 一年期概率

1 Very unlikely to occur 0%-1%

2 Unlikely to occur 1%-4%

3 May occur 4%-10%

4 Likely to occur 10%-20%

5 Almost certain to occur 20%-100%  
影响的大小也可依此打分： 

影响大小级别 用语 影响大小

1 很低 £0 - £100,000

2 低 £100,000 - £500,000

3 一般 £500,000 - £2,000,000

4 高 £2,000,000 - £10,000,000

5 很高 £10,000,000 +  
第三步 

需要对假想中的风险设计控制的办法。对风险无论

是躲避，减少，分摊，转嫁还是对冲，都应该从影

响程度和/或发生可能行最高的开始，毕竟人手和时

间资源都是有限的。想好对策之后可以进行重新的

打分。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现实中发生了预想中

的风险事件，我们可以对对策的有效性进行观察，

从中学习进步。 

下图的风险矩阵提供了对风险控制有效性的一种可

视化途径，矩阵中的数字代表了地缘政治风险的个

数，红色代表了可能性和影响力分数双高的风险，

橙色居中，绿色相反。在有效的风险控制后，风险

的数量应该向左上方移动，右下方的数量应该减

少。 

 
最后一步 

追踪观察。风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一段时间内发

生的事情也许会使风险控制的对策变得不再有效。 

在评估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候，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

者应该从保守谨慎的角度出发，意识到主观不确定

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同样背景和认知的两个人，

对同一个风险的主观看法是有不同的，而这不能代

表一方就一定比另一方更正确。 

下面这个表格展示出了以上所描述的风险测量，评

估，风险控制和再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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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步骤构成了整个风险控制的框架，而驱使整个

框架转动的核心动力，取决于保险公司的风险文化

氛围，和高管对风险的知晓程度。这样的高级管理

层需要对风险有一定的专业认识，熟悉业务，拥有

全局的视野，了解法规。公司范围内使用统一的风

险用语是全面贯彻风险管理的基础。 

文章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新鲜的地缘政治

风险测量标准： 

市面上可见的对地缘政治风险所建议的测量方法，

最主流的就是使用地缘政治风险地图。这将风险以

类别和颜色直观的划分在世界地图上。 

但这些地图由多家风险分析机构供应，标准不统

一，主观的不确定阴虚依旧不能解决。对风险的评

定方法和数据支持也不能完全展示给使用者。以下

便是一副来自 Control Risk 的风险地图，和 Marsh

的相比，相似却不同。 

图 5，政治风险地图 

 

 
另一种测量方法，制式的政治风险进行了量化。如

下图： 

图 6，政治风险叠加经济市场指数图 

 
这个机构将经济市场的指数，比如标准 500 的震荡

指数，经济政策指数和黄金的价格，重叠在我们前

面所看到的地缘政治风险相关词的出现频率上，并

计算相关性。这样就把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市场的

走势挂了钩。虽说这样方便了风险融入保险公司的

风险资金计算，但未必提高了准确性。 

总的来说，地缘政治风险依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依

靠专家判断，和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才能被保险

公司容纳的风险。希望未来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

帮助下，保险公司对此类风险的认识会更加清晰明

了。 

最后的最后，希望人类社会发展科技共谋富裕的同

时，不要忘了政治稳定这个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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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盈率是否可作为预期投资收益测算的

参照 

 
Alex White  
Redington 
 

我们的客户时常会问我们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对于

各金融产品的预期投资收益假设是如何根据市场的变

化而调整的？”对于投资级的债券类资产来说，预期投

资收益的测算相对简单和直观，可以用信用利差减去

预期违约损失的方法计算出在无风险收益以上的收益

水平。但是对于股票类资产，直接通过市场对股票的

估值判断预期投资收益比较困难。通常情况下，投资

分析师会通过很多指标进行预期投资收益的预测，一

个比较常用的指标是市盈率（P/E Ratio），但是我们

是否真的可以依赖市盈率（P/E Ratio）进行投资呢？ 
 

Shiller 市盈率（Shiller P/E Ratio） 
 

与普通市盈率不同，Shiller 市盈率使用若干年收益的

平均数作为分母。一般情况下，投资分析师会使用 10

年收益的平均数。为了更好地利用近期数据的价值，

我们在这里使用 5 年 Shiller 市盈率，对结果不会产生

本质的区别。 
 

 
(资料来源：Redington) 
 

从长期的角度看，Shiller 市盈率与未来 10 年的投资收

益的相关性是-45%，并通过重要性测试。Shiller 市盈

率与股票投资收益的关系通过上图可以很清楚地观察

到，这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 Shiller 市盈率经常被用

来预测股票的预期投资收益。 
 

但是结论就如此简单么？从统计学角度来讲，Shiller 

市盈率确实是达标的。但数据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深

入探讨。 
 

  

这个结果是否真的正确呢？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设定我们的统计学假设。如果

Shiller 市盈率不能预测股票投资收益，那么两者的相

关性系数应该接近于零。 
 

现在，我们从随机模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假设月度的股票价格和投资收益呈对数正态分

布，任何两个月的股票价格和投资收益是独立的，我

们这么做是为了排除市盈率预测能力（Predictive 

Power）。我们保持股票价格均值的变化和投资收益的

均值变化相同，保证市盈率的变化不会因为分子和分

母均值的变化而发生大的改变。随后，我们生成未来

150 年、每个数据点 1 万次的随机模拟数据。 
 

结果 

在这样一套基于市盈率对股票投资没有预测能力的假

设下，  Shiller 市盈率和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关性为 -

35%，其标准差为 20%。这个结果表明，之前我们得

到的-45%的相关性，其实也可能仅仅来自随机波动。

所以尽管历史相关性较高，但是从未来预测的角度，

并不足以说明 Shiller 市盈率有预测股票预期投资收益

的能力。 
  

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在之前的结果中，没有预测力的 Shiller 市

盈率会与“未来”投资收益有较明显的相关性？合理的

解释是，它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说明”过去。 
 

我们回头去观察，过去 10 年的投资收益平均在短时间

内的变化是不大的，但是股票价格却在发生着巨大的

变化，所以 Shiller 市盈率变化主要来源于股票价格的

变化。因此，Shiller 市盈率的变动主要受均值回归

（Mean Reversion）假设的影响，或者说是受基本面的

影响。均值回归假设认为，不管股票价格如何变化，

终究会回归到一个“真实合理的价格水平”，即股票价

格是其均值回归值的函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投资领域有一个普遍的概念，既任何一组历史时间

序列数据（Time Series，例如股票价格）的轨迹要么

停止要么均值回归。无论基本面如何，当收益被实现

时，会出现峰值和谷值，分别从最高点和最低点回

归。已实现的收益（Realised Return）会符合这个规

律，但是未来的预期投资收益却可能不是。 
 

所以，在这样微妙而又复杂的情况下，相关性并不是

判断预测能力的参考标准，而时间加权波动率（Time-

weighted Volatility）或者自相关性（Auto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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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更好的参考标准。 
 

总结 

我们并不是在质疑 Shiller 市盈率的实用性，相反，我

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条件下 Shiller 市盈率是有效的，

它的背后也有一套经济学的逻辑存在。我们在这里想

要说明的是，Shiller 市盈率与投资收益的历史相关性

并不能说明 Shiller 市盈率对预期投资收益的预测能

力。 
 

基于这个结论，我们在设定预期投资收益假设时，往

往不会将市盈率作为参照的一部分。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进行历史数据分析时，常

会 遇 到 的 一 些 诸 如 均 值 回 归 和 幸 存 者 偏 差

（Survivorship Bias）等问题。所以，我们在做数据分

析时，需要非常小心谨慎。一些最直观的数据结论往

往并非是真正的答案。 

 
 
 

>>>>>>>>>>>>>>>>>>>>>>>>>>>>>>>>>>>>> 

海外资产介绍 | 实物资产 

 
Redington 
 

近来几年，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利率下行以及传

统资产预期投资收益率下降，实物资产投资越来越

受到投资者的喜爱。通过投资这类资产，可以提高

预期投资收益率和降低再投资风险。Redington在

制定投资策略时，会将实物资产进行细分，进行各

子类投资经理人的筛选。以下就简单介绍其中的几

个种类。 

 

直投类商业地产（Direct Commercial 

Property）： 

 

资产介绍： 

直投类商业地产投资经理人投资于商业房地产市

场，主要通过短期租赁的方式获得投资收益。租赁

方式可以是独立租赁（Single-let）或者组合租赁

（Multi-let）。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募集型基金

（Pooled Fund）或设立独立账户（Segregated 

Account）的方式进行投资。投资经理人的超额收益

主要来自于对地产物业的选择和专业的地产管理。

所谓的地产管理，与其他种类资产管理有所不同，

地产管理需要投资经理人通过独特的管理手段提高

地产物业的价值和投资收益，例如，改变地产物业

用途、进行装修、转/续租。投资经理人一般会控制

在某单一地产项目或者地产开发商上的投资集中度

以分散投资风险。 

 

资产量化分析： 

 

 

 
资料来源：Redington 

 

优势： 

 英国商业地产市场较其他国家占比很高，可

以允许投资者在一个独立账户里建立一个风

险较为分散的投资组合；  

 投资管理费用与其他种类的实物资产相比，

相对较低； 

 可以保持较高的出租率； 

 更加适合独立账户投资，投资经理通常不需

要为资产到期赎回和再投资留出现金储备。 

 

劣势： 

 较大的前期投资成本，包括印花税、律师费

和中介费等，可以超过购买成本的 7%； 

 短期租赁使投资者面临物业空置的风险； 

 如果使用募集型基金进行投资，劣势在于投

资经理人需要为提前赎回和再投资留出现金

储备。 

 

 

私人租赁地产（Private Rented Sector） 

 

资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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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租赁地产通常是指不由房东居住，向外出租的

商业住宅。从历史数据上看，这类资产的投资者大

部分为私人投资者，小部分为机构投资者。由于市

场的特点，新进入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大多投资于新

建的商业住宅。投资经理人一般会选择进入一个前

期投资项目，由该投资经理人出资买入商业住宅物

业，同时聘请地产开发商进行建设。 

 

资产量化分析： 

 

 
(资料来源：Redington) 

 

优势： 

 与英国商业房地产形成较明显的风险分散效

应； 

 购买住宅物业时，通常此住宅物业已经获得

了开发许可，所以投资经理人不会承担开发

审批风险； 

 印花税基于每一户住宅的平均价值计算，而

不是基于整栋住宅的价值。 

 

劣势： 

 由于市场上适合机构投资者投资的标的有

限，投资执行的速度相对较慢； 

 资产流动性较差，尤其在整体市场下行的时

候更为明显； 

 管理费用较高，大约是租金 25%-30%； 

 租金收益较商业地产相比较低，主要投资收

益来自于地产的资本回报； 

 由于在机构投资领域，此类资产较新，所以

投资经理的数量有限。 

 

机会型商业地产（Opportunistic Commercial 

Property） 

 

资产介绍： 

机会型商业地产投资是一种通过资产管理手段增加

商业地产价值的杠杆型投资。投资经理人从次级地

产市场寻找投资标的，也可从其他投资经理直接购

买投资标的或者直接购买 REITs。投资经理人的投

资目标并不是通过租赁获得商业地产的租金收入，

而是通过地产物业的价值增长和买卖获得绝对收

益。 

 

资产量化分析： 

 

 
资料来源： Redington 

 

优势： 

 高历史收益和高预期投资回报率，一般使用

2倍杠杆； 

 投资经理人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过多种资产管

理策略提高资产价值； 

 投资经理人的投资市场和投资标的范围更

广，例如欧洲范围内所有的次级地产市场； 

 封闭式基金结构使投资经理人可以更加有效

地利用杠杆效应，并抓住实物资产市场的投

资机会。 

 

劣势： 

 杠杆投资使投资组合在市场下行时蒙受更大

的损失； 

 私募股权类的封闭式基金结构会使投资执行

时间延长到 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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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管理费和投资成本是所有投资资产中最

高的之一； 

 投资业绩基于投资收益率（IRR）的形式呈

现而不是市场价值。 

 
 
 

>>>>>>>>>>>>>>>>>>>>>>>>>>>>>>>>>>>>> 

学霸精算师的 SA 考试通关分享 

 
Xie Wan, FIA 
Manger 
Deloitte Hong Kong 

 
作为 Qualify 成为 FIA 的最后一项卷面考试，SA 科

目对学员们的实操能力、业界经验以及理论知识的

要求都非常高。虽然 SA 各个科目的涉及领域不

同，但考试套路和复习技巧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今天我们请来的主角是一位曾经四刷 SA5(Finance)

的正精算师——万勰，她非常豁达地与大家分享了

自己的心得体会。万勰，英国正精算师（FIA），

目前在香港工作，任德勤精算及保险咨询部 

(Actuarial & Insurance Solutions)经理，现主要从

事精算咨询工作。 

 

通关历程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吧: 2010 年大学本科

毕业，2011 年春天开始考精算，2013 年春天考完

CT，之后前往卡斯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并拿下三

门免考：CA1, ST2 还有 ST5。我的 CT 科目并不都

一次过的，不过每次挂科都觉得有点预料之中，的

确有几科 CT 在初次备考时不够用心。但是，SA5

是唯一自己觉得已经很努力了还挂科的考试——我

在 2015 年春天开始考 SA5，一共考了四次，终于

在 2016 年秋天考过。 

这四次考试中，我第一次考试其实没有特别用心的

学习，可能太久没考试了，而且内心觉得只有一

门，反正很多人都不是一次过的，慢慢学慢慢考

吧，结果理所当然的挂了。其实回过头去看，这种

心态很不好，因为不管怎么样，挂科还是会对自己

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也不好意思跟雇主解释

说挂科是因为复习不够努力。 

 

第二次考试我觉得自己开始努力了，尽量保持每天

下班后都学习一段时间，周末也会找一天专门去图

书馆。不过，下班后学习效率总不会太高，而且有

时候加班到八九点，到家就根本不想学习了。所以

仅仅投入时间而不进行规划，不是最有效的复习方

法。第二次挂科让我开始有一些消极心态，毕竟这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同一门课挂两次。 

后来我去了 Exam Counselling.得到了两个关于我

SA5 考试的重要反馈： 

1. Over thinking: 咨询老师说我丢分的很多地方其

实都是比较直接的丢分点，有时候甚至是因为理论

定义论述不足（book work）而丢分，要知道 SA5

是少有的可以靠单纯陈述定义（book work）来拿

分的 SA 科目； 

2. Too insurance focused：咨询老师说一看我答

题就知道我在保险公司工作，但是 SA5 作为金融学

方向的考核，至少有一半是关注 banking 方向的，

我应该着重复习我平时工作不了解的领域。 

咨询老师也反馈 “tend to know some sections of 

the material very well, but not all of the core 

reading”（对某些知识点了解很深入，但对 core 

reading 整体的了解并不全面），所以我接受建议

决定继续多看 core reading，并满怀信心的去准备

第三次考试。  

第三次考试的学习方法和第二次差不多，但我更侧

重咨询反馈的几个要点，结果还是差了几分，算是

FA（依然没有过）。我这次是真的被打击到了，非

常非常的失望，当下还哭了——这是我初中之后第

一次为考试挂科而哭（上一次是因为刚来英国的时

候担心英语挂科而上不了大学）。我当时还跟文立

（李文立女士是 IFoA 东亚区首席代表，一直和我
们的会员保持密切的沟通，我们亲切地称她“手
袋”）说我不想考了，想休息一下，或者换一科考，

还好她鼓励我一定坚持到底。我花了差不多一个礼

拜才走出这次考试挂科的难过情绪。 

为了备战第四次考试，我跟雇主商量调整了自己的

工作时间：我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公司，但晚一个

小时开始上班，这样我就算需要加班也保证了每天

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周末还是固定一天去图书

馆学习。这段时间也用了一些朋友教的学习技巧：

比如用 flash cards 记知识点（下文会提到），认真

做 mock paper 和 past paper，然后请考过 SA5 的

同事帮我阅卷并一起讨论。第四次考试，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过了。 

保持复习动力 

复习过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学习的

Momentum。比如，你可以每天早上强迫自己学两

个小时，即使学不进去，也可以抄 Core Reading，

这虽然听上去很笨，但是就像长篇小说作家就算没

灵感也得逼自己写一样，不能让这个动力断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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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家考试六周前要提交一个 mock paper，或者

找考过科目的同事批改你的模拟卷，这样也可以迫

使自己赶紧把 Core Reading 看完，提前进入考试

状态，并找到自己比较薄弱的知识点，以便考前查

漏补缺。 

做好时间管理 

在谈复习和考试技巧之前，有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

诚实的对回答自己，那就是”Have you spent 

enough hours?” （你备考投入了足够的时间

吗？）这是我一个考试经历颇为丰富的同事在我挂

科后对我说的话。 

IFoA 的网站上有一页是关于 suggested study 

hours，其中，SA 科目的推荐复习时间是 300 个小

时。也就是说，如果我计划周一到周五每天学习 2

小时，周末抽一整天（7 小时）专注学习，而且这

一周的 17 小时都保持一定的效率的话，我需要考

试前 4-5 个月左右就开始学习，并且一直保持这样

的效率。我承认我没有一个科目的复习是完全做到

这么长的学习时间的，可能四次备考 SA5 那两年时

间，累积起来会达到这个指标。但我的这个同事对

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每次学习都会记录自己学了

多长时间，强迫自己一定要学到推荐复习时长——

最后，他的 SA2 是一次考过的。我们不排除的确有

人特别天才或者学习效率特别高；但当我想到和我

一起考试的人要么是特别聪明的天才，要么就是像

我同事这么努力的人才，就让我觉得自己如果不努

力用心准备，我就该甘当“分母”。 

 复习三大法宝 

至于复习，我的关键组合有三个：1. Core 

Reading 2. Past paper 真题 3. Flash cards。 

 1. 善用 Core Reading  

在英国坊间有很多“传说”，说某某人不用复习就过

了 SA5，或者说是考 SA 全靠运气。我不知道在国

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传说，但我觉得这种传说听听

就好（或者听都不要听），千万不要相信。我们不

排除有人的确因为学习背景或者行业背景的缘故，

比纯数学背景的同学学起 SA5 来感觉要轻松，但我

不相信有人会不看 Core Reading 就能知道 SII, 

Basel III 以及各种欧盟的相关规定；即便真的有，

那这些人一定是对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积累了相

当多的课外阅读。但我知道我阅读量并没有这么

大。而且相比起读各种行业新闻，然后期待考试会

正好考到某个内容，我建议大家还是看 Core 

Reading，掌握知识点并能够在不同的场合灵活运

用，这样复习也更有效率。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并不是试题没考到 Core 

Reading，我的印象中，几乎所有的 past paper 都

可以从 Core Reading 中找到相关的内容; 我也有遇

到过考试时觉得莫名其妙，考后在 Core Reading

里找到答案的题。我还听说有一些本科专业学习

Economics 的人觉得 SA5 不用特别复习。所以我觉

得，备考还是结合自己本身的知识和所在的行业背

景做学习计划比较好。以前其它科目我没有觉得，

但考 SA5 的时候我真的有觉得 Core Reading 就是

“红宝书”。如果你对 Core Reading 融会贯通到看到

一个题你就知道它要考的是哪些知识点，或者可以

把所有章节都在脑海中（或纸上）大概过一遍，抓

出能凑分的点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2.刷真题的正确打开方式  

刷题很重要，刷题的方式也很重要。首先就是一定

要 under exam condition（模拟真实考试场景）。

一开始可以不要在时间上有太多限制，也可以翻阅

一下 Core Reading 和 Flash Cards，但是一定不要

看答案。等感觉自己的点子已经穷尽的时候，再去

对答案看自己漏了什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两件

事情可以做：一是找到相关的 core reading，并对

同一章节的内容做延展阅读；二是开始整理一个自

己容易遗忘的点的 list，以便之后翻阅和记忆。 

对答案的时候一定要严格审阅自己写下的答案，而

不是自己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如果有可能的话，可

以找复习的同伴互相改卷并进行讨论。我之前是请

我考过 SA5 的同事帮我改卷然后讨论。她的一个反

馈对我起了很大的帮助：当我口头上回答一个问

题，或者她问我一些更细节的或者延展性的问题

是，我都是可以很好陈述观点的，但是我却没有在

做题的时候写下来。阅卷人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

脑子里想过了什么，他只能看到你写下的东西。所

以，一定要练习把自己的所想都写下来，不管是多

么微不足道或者显而易见的点——也许你差的就是

那一两分。 

 
 3. Flash Cards  
 

这是在朋友推荐下我第四次考试的时候才启用的工

具。我的朋友是考了好几次 SA2 一直都没过，后来

终于在去年春天过了。于是我去找她取经，并问了

一个问题“你这次准备考试跟之前几次比起来做了什

么不一样的事情？”她回答说背了 flash cards。我就

赶紧在 ActEd 买了他们出的 flash cards。 

对我来说，阅读 Core Reading 是比较枯燥的，所

以很容易在阅读的过程中忽略到一些知识点。

Flash cards 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忙你找出这些被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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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的知识点。我经常学不进去的时候就拿出 flash 

cards 来翻阅和记忆。 

 考试技巧面面观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积累的一些考试技

巧，有些对你们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不过希望有那

么一两个点可以帮助到大家。 

 1. 时间规划：懂得“Move On”  

 

一般来说，3 小时的考试时间是不太够答完所有试

题的，所以，对考试时间的严格规划，对取得理想

的成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常规的建议是用每道题分数的占比去计算每道题应

该花费的时间：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80 分

钟——也就是说一个 10 分的题，最多花费我们 18

分钟去解答。但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严格遵守这个

原则还是比较困难的，我总是会想再多花一两分钟

为某道题多写几个点。所以，我建议大家时刻理智

地提醒自己，每道题尽量花费最少的时间拿尽量多

的得分点，尤其要重视最先想出来的几个要点。在

答每一个题的最开始几分钟，其实是付出的回报率

最高的几分钟，其后，你对这个题再付出的时间所

得到的回报会越来越低；所以，我们一定要迫使自

己抓紧时间，答到要点后及时转到后边的题，先把

所有的容易拿的分都拿到。如果最后时间允许的

话，再补充之前还想再多答一些要点的题。 

及时“move on”，还有一个好处：你说不定会在后面

的题目中找到一些用答之前题目的新灵感。 

 

 2. 认真读题  

 

一道题最好读个三遍，确定自己理解了它在问什么

之后，再开始回答。我有时候回头看自己做的题，

都不能理解自己当时怎么会答非所问。一个可以用

的技巧，是把关键词高亮标出来。 

 

 3. 先做简单的题  

和 1 同理，我们要先把最容易拿的分都拿了，千万

不要出现“明明有会做的题，但时间却来不及了”这

种状况。 

 

 4. 对初始要点进行延展  

 

通常来说，我们回答的每个要点只有 0.5 分（有时

候比较重要的点会有 1 分），那么如果想到的要点

穷尽了，却连一半的分都还没 Cover 的时候,该怎么

办呢？我学到的一个技巧是，对已经想到的要点进

行延展：比如，解释你的观点为什么成立，这个观

点会导致什么后果，有什么样应对的方法，等等。

这样可能每个已经想到的点又多赚了几分。 

 

 5. 考前操练考试技巧  

 

我们不仅要复习考试也要注重考前练习自己的考试

技巧。比如，有很多人喜欢用 Acronym(首字母缩略

词)记一些可以衍生想法的要点清单。那在复习的时

候除了背这些 Acronym 之外，也要在做真题的时候

重复练习使用。 

总之，在考试时使用的任何技巧，包括前面写的时

间规划，对初始答案进行延展，等等，都要在复习

中多多练习，而不是等到考试的时候再使用。就像

一个上舞台表演话剧的人，一定会在之前把每一个

细节，表情，动作等等都重复练习一样。而不是看

熟了剧本，在心里预演几遍就上台自由发挥。 

 

 6. 临阵磨枪  

还有就是，如果有人像我一样短期记忆比较好的

话，可以在考试前一天和当天用 flash cards 或者自

己的笔记再过一遍整个科目的结构和重要知识点。

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看到考题之后就先找到各个

可以用定义要点回答的题，把短期记忆里存储的东

西赶紧写出来，然后再去看那些需要烧脑的题目。 

 

  FIA 寄语 

Last but not least，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复习期间

一定要注意作息和饮食健康，千万不要因为身体或

心情因素而影响考试发挥。考试的前两天也可以放

松一下，让自己有个好心情和好心态去面对考试。

我最后一次考 SA5 之前的那个周末就去海边走了

走，放松心情，相信对我的考试发挥也产生了帮

助。 

以上就是我的经验分享，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让大家

备考多一分信心和动力！预祝大家都成为 SA 考试

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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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 
>>>>>>>>>>>>>>>>>>>>>>>>>>>>>>>>>>>>> 

 
Data Scientist 
France 
€60-80k + bonus + benefits 

Individual with excellent Programming Skills (C#, R, 

Python, Etc.) and expertise in manipulating large scale 

data required for a leading consulting firm. You will 

apply statistical or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design 

and develop processes meant to operationalize derived 

analytical models into business applications with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Good understanding of 

predictive analytics and proficiency in data sourcing, 

data capture, data transformation and data 

preparation techniques is compulsory. Ref: ehth26366 

 
Investment Manager 
France - Paris 
€60-80k + bonus + benefits 
Individual with strong expertise in investment and 
ALM required for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rm. You 
will work on projects across Europe and Asia on 
various subjects such as ALM, 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funds structuration, as well as financial 
accounting, regulations, reporting and asset data in 
order to take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for companies. 
You will grow within a dynamic and international 
team.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s required. You must be 
proactive, have good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Ref: ehth25688 
 
Actuarial Analyst 
City of London 
£30-35k + bonus + benefits 
 
Recruiting for a London Market Insurer for recent 
graduates with a 2:1 or 1st class in an Analytical 
subject or someone with around 1-2 years 
experience. Mixed responsibilities across pricing 
and reserving, you will develop core actuarial 

knowledge within a dynamic team. Proficiency in R, 
VBA and SQL highly desirable.  
Ref: SY26553 
 
Health Actuary 
City of London 
£80-100k +bonus + benefits  
 
A leading London Market insurer is looking for a 
Pricing Actuary to work closely with a team of 
international A&H underwriters. The main focus will 
be to develop pricing tools and optimise the 
performance of business written in several regions 
and across a variety of products.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a necessity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manage multiple work streams. A qualified 
actuary or part qualified actuary with solid 
experience in pricing, ideally in A&H or Health or 
Life Reinsurance space would suit. Skilled user Excel 
and ideally knowledge of VBA, Access, SQL, R highly 
desirable. Ref: SY26552 
 
Head of Pricing and Innovation 
Southcoast 
c. £100-120k +bonus + benefits 
 
Fast growing personal lines insurer based on the 
South coast is looking for a top notch Pricing expert 
to head up the Pricing and Innovation team. A highly 
technical candidate with an entrepreneurial mind 
set would be an excellent fit. To lead a strong team 
of part and qualified actuaries with clear strategic 
thought leadership i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o 
pricing models, FIA qualification (or equivalent) is 
preferred.  
Ref: SY26485 
 
Call for consultancies 
City of London 
Competitive salary and bens 

We are working with a number of the Big 4 as well 
as medium size and smaller consultancies who are 
looking to expand their various teams with 
specialties in Capital, Reserving or Analytics. Hires 
include Senior consultants up to Senior Managers 
positions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life, non-life, 
pensions and investments). Strong techni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steady Actuarial exam 
progress are essential qualities as well a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presentation and client facing skill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expand network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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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urance/ Investment space, you will be 
working on a variety of projects and managing 
external stakeholders at a senior level. Great 
opportunity for ambitious actuaries with a view of 
gain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urther on in 
career. 
Ref: SY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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