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销万能险集体下架 中小险企承压待谋出路
“金九银十”之际，互联网保险市

场也将迎来新一轮整顿。
自10月1日起，《互联网保险业务

监管暂行办法》开始正式实施，《办法》
中规定了保险机构经营互联网保险业
务的集中管理要求、自营网络平台和第
三方网络平台的经营条件，同时也规定
了可扩展经营区域的险种范围等。

在互联网保险市场，万能险已成
为网销保险产品中的主力军。而网销
万能险也因为高收益、期限短、跨区
域销售等优势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一
度出现爆发式增长的趋势。作为国内
第一份针对互联网保险领域的监管文
件，《办法》的出台也意味着持续野蛮
生长中的网销万能险恐将春光不再，
面临着叫停的风险。

实际上，网销万能险已不是第
一次面临“下架”风波，早在去年9月

份，网销万能险也曾一夜之间遭遇下
架，下架的主要原因就是部分产品有
关预期收益率的夸张宣传以及促销
活动引起了保监会的注意，从而下令
整改。整改3个月后的再次上线，则要
求在产品宣传上明确标示出了风险提
示的标志，还有详细的高中低收益分
档示例。

时隔一年后，保险公司官网以及
淘宝、招财宝等第三方平台的万能险
产品的再次“下架”，原因却与上次有
所不同，一家小保险公司的管理人士
指出，此次网销万能险产品下架整改
的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宣传方面，尽管
万能险产品在报备时并未出现问题，
但监管部门认为在销售宣传中没有突
出说明这类产品所具有长期持有的特
征以及收益上所存在的风险。
记者了解到，万能险的实际期限

多为5年，或更长的年限甚至到终身。
而在网销页面上所注明的所谓“1年即
可支取”，实际上是以退保的方式兑现
收益。根据上述业内人士的介绍，此次
整改就是要求网销万能险产品在介绍
中要强调“5年期以上”这一特征。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徐晓

华指出：“由于万能险产品比较复杂，
因此在保监会有针对万能险的销售文
件，明确指出代理人需要学习科目同
时经过考核后才有资格销售万能险产
品，目的就是让代理人和营销员在营
销时能够清楚表达产品内容和性质，
避免出现销售误导。而在网络上没有
与代理人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因此客
户在自己阅读时容易产生歧义，这将
增加投诉的危险，给保险行业埋下风
险，因此网销万能险产品被屡次叫
停。”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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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三大理财险
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

太平人寿让续收服务“移动”起来
续收服务是什么？说通俗点，就

是客户在签下保单后，保险公司向客
户提供的以收取保费为核心的一系
列服务，诸如收费、客户维系、答疑解
惑、面谈沟通等。
客户张小姐最近体验了一次太平

人寿“续保通”服务。张小姐是个保险意
识非常强的客户，在公司先后投了很多
保险，虽然有服务人员提醒但是到了交
费时具体哪张保单、哪张卡存钱还是
“一笔糊涂账”。续收专员了解到张小姐
的需求，马上就上了门，在随身携带的

iPad上点开APP“续保通”，一方面帮张
小姐梳理了保单与保障计划，直观地告
诉张小姐她的个人、家庭整体保障情
况，另一方面直接调出张小姐最近需要
缴费的保单，输入张小姐的最常用银行
卡账号和张小姐收到的确认短信验证
码，一点确认，直接完成保费收缴成功
了，而整个交费过程前后不到3分钟！张
小姐高兴得直夸“续保通”是“服务神
器”，太平人寿服务“上档次”。
“续保通”是太平人寿针对续收服

务推出的一款移动服务APP，它依托

时下最先进的互联网与移动支付技
术，“拉近”了客户与保险公司的“距
离”，正如张小姐体验到的，客户的保
险服务体验越来越“主动化、个性化、
多样化”。

太平人寿表示，“续保通”只是续
收服务技术、模式大规模革新的一个
开启点，该平台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移动保全、移动理赔受理也会逐步应
用于“续保通”平台，未来，“续保通”将
会发展成公司的“移动服务柜面”。

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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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0元抢快乐”
银行发力普惠金融的方式

正在走向多元化。作为在同业
中首推“抢快乐”活动的华夏银
行，其小龙人移动银行的“周末
0元抢快乐”在受到业界肯定
的同时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用
户的青睐。在中国金融认证中
心（CFCA）发起的“2015金融
业十大社会化营销大赛”中，
“周末0元抢快乐活动”荣获
“2015金融业十大社会化营销
案例”奖项。

2014年以来，华夏银行在
同业首推移动银行“周末0元
抢快乐”主题活动，充分借鉴互
联网“体验、分享、互动”的营销
思维，实现O2O线上线下一体
化营销的模式，并结合各分行
实际情况，以免费抢礼品的活
动形式普惠广大移动银行客
户。“周末0元抢快乐”在每周
末及节假日固定时段内开展活
动，每期活动推出固定数量的
礼品回馈广大客户。签约移动
银行的客户只需登录小龙人移
动银行，点击抢快乐功能模块
即可参加活动。

即日起至 2015年 12月

31日，凡在华夏银行常州分行
使用借记卡注册手机银行的客
户，均可在每周日进入手机银
行客户端“抢快乐”模块参与活
动，进行抢购。每周50个抢购
名额，抢购的商品或服务价值
50元左右。不定期推出特别版
“抢快乐”活动。

活动流程：客户至华夏银
行常州分行营业机构办理华夏
借记卡，并开通手机银行业务，
即可参与“周末0元抢快乐”活
动。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客户端
点击“抢快乐”程序，查看活动
列表，选择正在开展的活动项
目进行参与。抢购成功后，系统
自动将活动验证码发送至客户
手机号上。客户凭活动验证码，
在有效期内根据“抢快乐”程序
活动提示的兑换地点兑换礼品
或领取“周末0元抢快乐”优惠
券至指定商户进行消费。

曹菁

华夏银行

金融解决方案

相信大家对理财险并不陌生，简单来

说就是叠加了投资功能的人寿产品，但是

因为条款复杂，内部隐藏的信息其实很难

被完全理解。今天看到将复杂的保险拆解

成两个易于理解的金融产品的组合这样

一种表现方式，特意分享出来，希望大家

对理财险的实质会有更深的认识。

分红险顾名思义，就是保险公司
将上一年度分红险种可分配盈余按照
一定比例，以现金红利或增值红利的
方式进行分配，根据保监会的规定，公
司每年至少应将分红保险可分配盈余

的70%分配给客户，收益率不固定，
保单以保障为主。
分红险在定价时会使用更加严格

的精算假设，使得同样责任的分红险，
价格会比不分红的但具有类似保障的

传统险来得高，而这个超额部分就可
以认为是你买进保险公司股票的价
格，未来的收益高低取决于公司的经
营情况。

万能险在之前的帖子里也说过，
它的万能表现在可调整保费、保额、支
付方式，并至少在一个投资账户拥有
一定资产价值。保费扣减初始费用、
保障费用、其他成本后的余额用于投

资。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基金是一

个虚拟的封闭式基金，它的投资行为
不透明并且不需要客户参与，客户可
以分享投资收益，同时基金保证客户

一个最低的收益率。两个客户同时购
买了同样的万能险，在一段时间后他
们的保险权益应该是相同的，因为其
投资账户的收益仅由保险公司的投资
行为决定。

很多人谈投连险色变，原因很简
单，这种产品除了具备一定的保障功
能之外，保单账户至少一个与投资账
户相连接，偏重的是投资属性，那么收
益浮动自然是不可控的。

投连险的投资行为是透明的，同

时客户可以在不同账户中选择所需要
的账户进行投资，最后的投资结果同
时由保险公司（各个账户的收益率）和
客户（在各个账户间的分配）双方决
定。客户可以在这些基金之间选择自
己想要的投资组合，但是公司不保证

最低收益率，并且和普通基金一样，客
户自负盈亏。也就是说，两个客户同
时购买了同样的投连险，在一段时间
后他们的保险权益很可能是不同的，
因为客户自己的行为决定了投资账户
的收益。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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