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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单做个“体检”
别让它变成“孤儿”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小王已经很久没跟我联系了，最近打电话一问，才发现她已经离
职了。我的保单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家住朝阳的刘女士日前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原来刘女士在 2013 年初通过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小王购买了两份重疾险和一份分
红险产品，之后小王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刘女士打个电话，聊聊家常的同时，还顺带推介公
司新出的保险产品，逢年过节还会送来节日的问候。但元旦刚过，刘女士就从小王那里得
知，其相关业务已经转交给新的业务员，但刘女士向该公司咨询情况准备续保时，该公司
表示，没有代理人接手，而小王也表示自己不再是该公司员工，相关事宜已经移交给其他
人。“我是想继续缴纳保费的，现在让我都有退保的想法了，可是退保实在很不划算，我买
的几份保险一共两万多人民币，退保之后还能有多少钱？”刘女士说虽然保险公司一方面
表态说后续的服务不会有问题，但仍然觉得不太靠谱。

代理人离职，保单无人过问，究竟是该续保还是退保，让很多投保人很纠结，“孤儿保
单”不是个案，投保人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记者了解到，市场的迅速
扩大也让近几年保险营销队
伍迅速壮大，但是表面数字的
增长，并不能掩盖营销人员高
流失率的事实，保险营销员脱
落率持续走高，令保险业出现
一部分“孤儿保单”。因此，客
户不能及时管理账户资金造
成的损失不在少数，错过缴费
期使保单失效的情况更是屡
屡发生，所以像上述刘女士的
情况在保险业绝非个案。

据某调查显示，13 个月内
保 险 营 销 人 员 留 存 率 不 足
30%，在行业内持续营销两年
的人员不足 15%。跳槽的原
因不尽相同，有的是不看好保
险业前景，有的在营销过程中
遭受挫折，有的认为保险营销
员待遇不公，也有的被挖脚跳
到同业公司。“新保单谈不下
来，拿不到佣金提成，又没有
底 薪 ，生 存 不 下 去 ，只 能 离
职。”某寿险业务员表示，保险

公司业绩导向型的竞争机制
也让营销队伍的人才不断跳
槽，然而营销人员的大进大
出，留下的后遗症即为保险公
司产生的“孤儿保单”。

“由于寿险合同期限都比
较长，30 年、40 年甚至终身，
这期间，代理人因各种原因转
行、跳槽，离职非常普遍。”作
为某寿险公司内勤的小张在
谈到“孤儿保单”这个问题时
表示。

人员流失有可能造成“孤儿保单”

“营销人员的大进大出，
留下的后遗症即为保险公司
产生了大量‘孤儿保单’。”小
张表示，客户在遇到“孤儿保
单”时也不用太慌张，因为保
险合同签订是由投保人与保
险公司进行的，保单服务由保
险公司来承担，代理人的存
在，只是维护保险公司与客户
之间的关系，方便客户咨询。

“所谓‘孤儿保单’其实并非真
的就没人管。”

“当保险营销员辞职，自
己的保单被‘孤儿’了，客户也
不要有太多顾虑，毕竟营销员
所做的只是一些辅助性的工
作。”某保险客服人员解释，真
正对保单提供保险服务的是
保险公司，保单变更、缴费提
醒、出险核查、理赔办理等均
由保险公司的专业人士来办
理。

小张建议，客户作为保单
的投保方、被保方、受益方需
要定期整理保单，因为这将关
系到自身的权益，如定期为保
单体检，一旦联系方式发生变
化应及时致电保险公司客服
中心办理变更手续。“但这也
需要保险公司在服务方面做

得更周到一些，以主动帮助客
户维护自己的权益。”

记者了解到，目前保险公
司对“孤儿保单”的接收主要
有两种模式：一是安排其他保
险营销员接收提供后续服务；
二是通过设立专门的服务部
门，配置专业人员，为“孤儿保
单”提供相关后续服务。比如
有的保险公司会把“孤儿保
单”转到续保部或区域拓展
部。应该说，保险公司也是努
力在完善保单维护工作。

“目前‘孤儿保单’产生纠
纷，一方面是因保险公司服务
欠妥，另一方面与客户的保险
意识淡薄、对保单的关注度不
高有着一定的联系。”相关律
师表示，一份保单对保险公司
而言意味着服务的真正开始，
而对客户而言，不能甘当甩手
掌柜，要及时关注并随着自身
经济、身体、环境变化来适时
调整自己的保障。“很多消费
者保险意识淡薄，认为买了保
险，剩下的事就是保险公司和
代理人的事了，平常很少关心
自己保单的状况，有的消费者
甚至因为时间一长就忘了自
己买了保险，本来有的是可以

通过保险赔偿来完成的，最后
还得自己买单。”上述保险专
家认为，建立制度性约束成为
提高“孤儿保单”服务质量的
保证。

与 此 同 时 ，上 述 律 师 提
醒，“孤儿保单”产生纠纷后，
客户首先应客观分析影响自
身权益的主要原因，如果真的
是由于保险公司的服务不到
位所导致的，可以向保险公司
客服中心反映，或者借助保险
行业投诉电话的监管力量进
行维权。

那么，如果保单一旦失效
该怎么办呢？保险专家指出，
如果缴费期限已经较长，那么
保单失效后申请退保，还有可
能拿回本金。但如果缴费期
限较短，只有两三年，那么申
请退保时就更加得不偿失，不
但要失去保险保障，而且只能
按比例拿回保单现金价值的
一部分，本金可能面临亏损。

“但是在两年以内，客户可对
失效的保单提出保单复效申
请，保险公司经过审核后与保
户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那么
保单的效用就恢复了，保险合
同继续有效。”孙婕 采写整理

如何应对“孤儿保单”？给自己的保单做个“体检”

华夏在行动

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三）
三、转账笔数、额度要“约定”
客户：我以前一直用手机银

行转账的，怎么现在转不了了？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您在非

柜面渠道转账，单日累计金额已
超过了 5 万元，为了保护您账户
资金安全，依据国务院六部委新
规，您应当采用网银证书版或移
动银行动态令牌办理转账。

1. 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
新 开 立 华 夏 卡 的 客 户 办 理
ATM 卡卡转账及电话银行汇
款，需在华夏银行常州分行柜台
或通过证书版网银进行开通，日
累计限额最高5万元。

2. 客户通过移动银行汇款，
单笔汇款或日累计汇款金额超
过 5 万元的，需使用动态令牌进
行校验。

3. 客户通过网上银行、移动

银行汇款，单日个人累计超过30
万元（不含）、单位累计超过 100
万元（不含）的，我行将会进行大
额交易提醒，确认后方可转账。

4. 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
信用卡开通 ATM 溢缴款转账
功 能 ，请 致 电 信 用 卡 客 服

（4006695577）签约后办理。信
用卡中心对非柜面转账设置日
累计限额。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现正免
费发放移动银行动态令牌，请您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手机
前往我行任意一家网点办理。

华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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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寿险常州武进中支

快速办理百万元理赔
本报讯 日前，太平洋寿

险常州武进中支快速办理一
起百万元理赔案件。

被保险人姚先生，于2014
年为自己投保了“安行宝”

“金享人生”等产品。2015 年

8 月 24 日，姚先生所乘车辆与
另一小轿车发生激烈碰撞，不
幸当场遇难。

近日，姚先生家属向公司
申请理赔，接到报案后太平洋
寿险常州分公司迅速进入调

查程序，主动协助客户办理保
险理赔，第一时间将 105.89 万
元理赔款送到姚先生的女儿
手中，为其送上一份关怀与安
慰。

（孙婕 袁小燕）

中国银联：那是谣言

银行卡有“闪付”标志会丢钱？

日前一条标题为“现在赶紧
掏出你的银行卡，看看有没有这
个标志！小心丢钱！”的信息刷
爆朋友圈，该信息称印有“闪付”
标志的银行卡无需输入密码商
家就可刷走用户的钱，可能会存
在隐患，并建议大家关闭该功
能。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银
联辟谣，该消息与前不久疯传的

“ETC 银行卡盗刷用户现金”一
样基本为谣言，“闪付”标志银联
卡小额免密免签服务安全性很
高，消费者所担忧的事情并不会
发生。

记者了解到，为了满足持卡
人和商户的快速支付需求，中国
银联联合各成员机构于 2015 年
底正式推出银联卡小额免密免
签服务。持卡人在指定商户进
行 300 元及以下小额消费时（境
内不超过 300 元人民币，境外以
当地限额为准），只需将银联芯
片卡或“云闪付”移动设备靠近
POS终端感应区，无需输入密码
和签名，一挥即可完成支付。

目前，银联信用卡持卡人以

及 69 家银行的芯片借记卡持卡
人可以享受到此项服务。在提
供支付便利的同时，该服务更加
注重用卡安全，通过优质商户筛
选、实名制核实、交易限额、交易
监控等一系列保障措施，让持卡
人放心用卡。

据悉，所有支持小额免签的
商户均经过严格筛选，为管理规
范的全国及各地知名品牌或连
锁商户。中国银联联合包括各
商业银行在内的收单机构，建立
了规范的商户日常交易监测机
制，确保用卡环境安全可靠。

其次，小额免密免签交易由
中国银联及发卡银行对后台进
行实时风险监测，通过系统监测
交易特征、识别可疑交易并立即
暂停授权等防控手段，让持卡人
小额支付更安心。

此外，为保障持卡人权益，
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共同为
小额免密免签用户提供专项风
险保障服务。持卡人一旦发现
异常双免交易，可第一时间联系
发卡银行申请补偿。 本报综合

在市内各支行陆续布放11台

邮储银行启用存折取款机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邮储
银行常州市分行获悉，为更好地
践行“普惠金融”，该行自 2015
年开始启用存折取款机，现已在
市内各支行陆续布放了11台。

自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后，银
行成为承担这一功能的主要机
构，邮储银行常州市分行就是其
中之一。代发养老金业务虽不
复杂，却十分考验银行的日常金
融服务能力。

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网点
都设有ATM（CRS）等自助存取
款机，但很多老年人还是偏爱使
用存折存取款。过去，每月 15~
20 日的养老金发放日是邮储银

行常州市分行各营业网点最繁
忙的时候，大量离退休人员集中
到该行领取养老金，多数持存折
到窗口排队办理取款业务。这
项 业 务 占 个 人 业 务 的 70% 至
80%，网点日均接待老年客户达
数百人。针对老年人爱使用存
折这一需求，邮储银行常州市分
行启用了存折取款机。存折取
款机操作便捷，除具备取款、转
账、缴费、查询、改密等功能外，
还有存折取款补登功能，很好地
满足了存折用户的需求，极大缩
减了老年客户的排队时间，赢得
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陈佳 张琛 孙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