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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通报人身保险产品典型问题

24家人身险企被“点名”

□

信息时报记者 李晶晶

1 月 10 日，银保监会官网通报了

2018 年 5 月产品专项核查清理工作

和近期监管备案中发现的典型问题，

针对个别公司自查整改不到位、 产品

条款设计不合规、 不公平等问题进行

了一一通报，直接“点名”中意人寿、招

商仁和、天安人寿、瑞泰人寿、工银安

盛等 24 家人身险公司。 对此，业内人

士认为， 银保监会通过建立人身险产

品通报制度，且在保险公司“开门红”

期间进行重点通报， 旨在提醒各家保

险公司注意相关问题， 从而有效进行

行业规范和环境整治。

产品专项核查清理出三大类问题

银保监会指出， 在2018年5月产

品专项核查清理工作中， 主要发现了

三大类公司产品典型问题。 首先， 个

别公司存在自查整改不到位的情况，

如招商仁和、 弘康人寿、 吉祥人寿、

中意人寿等未按时报送自查整改报

告， 或整改进度安排不当。 部分公司

整改工作打折扣、 自查后仍存在疏

漏， 如天安人寿某年金保险产品生存

保险金给付不符合监管要求， 存在

“长险短做” 风险。

其次， 产品开发设计和销售宣传

“两张皮”， 包括在产品销售环节夸大

产品责任和功能， 以及在产品停售环

节缺乏必要的产品停售全流程管控。

如吉祥人寿一年前即已停售的某款产

品， 被相关媒体报道指出仍存在产品

宣传介绍，且显示为“可购买状态”，公

司对产品销售宣传行为的管控存在明

显疏漏。

最后， 产品条款设计表述不利于

消费者理解， 包括在条款中对消费者

利益可能受损的表述过于分散， 不利

于消费者充分了解知悉； 条款中存在

较多法律法规的原文引用，文字冗长，

未能让消费者充分读懂。

人身险备案产品问题频现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 银保监会指

出，在近期的产品备案中，也发现一些

产品开发设计问题， 主要包括有产品

开发报备不合规、不合理的问题。银保

监会指出， 发现部分公司产品存在设

计雷同或不具备保险属性的问题，如

工银安盛、 瑞泰人寿等公司报备的部

分产品严重同质化； 光大永明某年金

险产品既无保障功能也无储蓄功能；

国富人寿某医疗保险产品设计为账户

管理式，无风险保额。

“某些公司报审的年金分红双全

保险，产品形态都较为相似，只是在利

率演算上存在少量的差距， 这样就形

成了同质化竞争的问题。 而另外一些

公司的年金险产品则存在利率较低的

问题， 甚至还不如同期的银行理财产

品， 这样就是变相损害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收益权。”一家大型人身险公司

高级精算师对记者表示。

除此以外， 部分公司产品还存在

产品条款设计不合规、不公平，以及费

率厘定、精算假设不合规、不科学的问

题。 比如前海人寿某分红两全保险产品，

利润测试的投资收益率假设为 7%， 存在

较大利率风险隐患。而泰康人寿某款终

身寿险产品前 5 年退保率假设超过

60%，存在“长险短做”的风险。

银保监会指出，针对通报

的问题，各人身险公司要引以

为戒， 加大产品管理力度，提

高产品管理能力，强化内控管

理流程， 规范销售宣传行为，

严格按照监管政策要求，做好

产品开发设计和经营管理工

作。 下一步，将继续对各公司

报备产品进行严格核查，定期

通报监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事实上， 上述问题是在

去年的人身险专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 ，在此之后 ，很多公

司已经针对问题进行了纠正

和调整。 如今，正值保险企业

一年一度的开门红时期，银保

监会通报有关产品和销售问

题，无非是想提醒行业各保险

公司注意及时进行自查和问

题调整，从而进一步规范行业

竞争和市场环境。 ”上述精算

师认为。

阳光人寿：报送备案的某养老年金险保险

（万能

型

）最低保证利率为 3.5%，突破备案产品监管规定上限。

光大永明：某年金险产品既无保障功能也无储蓄

功能。

工银安盛、瑞泰人寿：报备的部分产品严重同

质化。

前海人寿：某分红两全保险产品，利润测试的投

资收益率假设为 7%，存在较大利率风险隐患。

国富人寿： 某医疗保险产品设计为账户管理式，

无风险保额。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峰）

1月10

日， 广州市纳税人协会在广州番禺锦

绣香江俱乐部举行年会， 发布2018会

员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专项调研报告。

广州市纳税人协会会长、 香江集

团总裁翟美卿在工作报告中指出，

2018年是税制改革年， 协会全年组织

各类免费税务活动40场， 覆盖协会会

员3000多人次， 以深耕细作夯实会员

服务， 以调研献策推动价值提升， 以

高层对话机制力促税企共治共赢， 以

“税务+” 融合式服务实现协会发展走

向创新。

翟美卿表示， 在2019年， 协会将

从“税企桥梁和纽带” 向“税企共治

共建共享共赢的推动者” 全面转型，

力争让协会更有地位、 有声音、 有影

响力。

大会对广州市纳税人协会2018年

优秀会员单位、 杰出贡献会员、 最具

社会贡献会员、 优秀税务专家、 卓越

贡献专家、 最具服务价值团队、 最具

品牌影响力项目进行了表彰。

明治雪糕

（广州）

有限公司、 中

国银行广东分行、 中外运一敦豪广东

分公司、 广州市华穗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等26家会员单位获广州市纳税

人协会2018优秀会员单位。 正佳集

团有限公司和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获杰出贡献会员单位。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名创优品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海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安利

（中国 ）

日用品

有限公司、 无限极

（中国 ）

有限公

司广东分公司获最具社会贡献会员

奖项。 安永

（中国 ）

企业咨询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上海德勤税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分所、 普华永道

咨询

（深 圳 ）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

有限

公司等则获最具服务价值团队奖。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11 日召开的

银保监会近期重点监管工作通报会上

获悉，2018 年末， 银行业各项贷款余

额 140.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6%，全

年新增贷款 15.7 万亿元。据介绍，2018

年 12 月末， 银行业境内总资产 26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6.4%。 其中，各项贷

款 140.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6%，债

券投资 4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

贷款和债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

较上年末上升 3 个和 1.2 个百分点。

“银行业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金

供给取得显著成效。 12.6%的贷款增速

是近年来比较高的， 比整个金融业资

产增速高接近一半。 债券投资数量也

在增加，国债、地方债、信用债、金融

债，银行和保险机构都是主要投资者，

加起来份额占 80%以上。 ”银保监会首

席风险官肖远企表示。

除增加增量外， 盘活存量也是监

管部门重点引导的。 据肖远企介绍，

2018 年商业银行累计核销不良贷款

9880 亿元， 较上年多核销 2590 亿元，

从而腾出更多空间服务民营企业和小

微企业。债转股方面，签约金额已突破

两万亿元，落地金额达 6200 亿元。

作为 2018 年银行业支持实体经

济的重点，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增长明

显。数据显示，2018 年 11 月末，单户授

信 1000 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

余 额 9.13 万 亿 元 ， 比 年 初 增 长

18.77%， 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6.89 个百

分点。

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副主任张金

萍表示，2019 年将出台相关举措，更有

力地支持小微企业， 包括不断优化完

善监管措施， 引导商业银行继续加大

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 督促银行进

一步完善内部经营机制和差异化绩效

考核，督促银行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大

中型银行充分挖掘数据资源， 地方性

银行要深耕本地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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