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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美人寿因相互保违规被罚93万

银保监会指出存在两方面违法行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信美

人寿“相互保违规”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4 月 12 日，银保监会官网正式下发对信

美人寿保险相互社

（下称 “信美人寿 ”）

的处罚决定，针对其在保险产品“相互

保”运作中存在的未按规定使用经批准

或备案的保险条款、 保险费率等问题，

对信美人寿及相关当事人处以罚款 93

万元。

存在两方面违法行为

银保监会在处罚书中指出，信美人

寿在“相互保”运营中，存在以下两方面

违法行为：一是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

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二是

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其中，针对第一点，银保监会指出，

信美人寿在“相互保”运营中，通过调整

产品参数的方式改变产品费率计算方

法以及费率计算所需的基础数据。 同

时，信美人寿在“相互保”业务中，向保

险消费者传达了产品依法合规的错误

信息以及第一年参与成员分摊金额仅

需一两百元的误导信息。

对此，信美人寿、时任董事长杨帆

和时任总经理兼总精算师曾卓提出陈

述申辩，不过，申辩理由均被银保监会

驳回。 银保监会指出，宣传产品经过备

案是向消费者传达了产品依法合规的

错误信息，而后付费的方式导致分摊金

额存在不确定性，向消费者传达第一年

参与成员分摊金额仅需一两百元的信

息存在误导性。

由此， 银保监会对信美人寿、 时

任董事长杨帆和时任副总经理兼总精

算师曾卓合计处以 93 万元的罚款。 对

此， 信美人寿回复记者表示： “从未

想过、 更不会有意欺骗消费者， 然而

在创新过程中， 确实还有很多东西需

要进一步学习与思考。 接下来我们将

会加强对各项监管制度的细致研究，

与监管保持密切联系， 加强汇报沟通，

在业务发展中不断加深对监管制度和

政策的理解。”

升级后参与人数不断上升

去年 11 月， 信美人寿旗下“相互

保”保险因涉嫌违规被监管叫停，随后，

蚂蚁金服就将支付宝上的“相互保”正

式更名为“相互宝”，转变为一款一年期

的“网络互助计划”， 并对会员分摊金

额、管理费比例进行调整，把 2019 年分

摊金额上限定为 188 元，并把原来的管

理费比例从保障金额的 10%降至 8%。

不过， 尽管脱离了保险产品属性，

但“相互宝”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依然

不减。 据了解，从当初的“相互保”到现

今的“相互宝”，该项计划的参与人数已

从 2000 万人次飙升至 5000 万人次，且

人数在不断增加中。 过去 4 月的第 1 期

分摊中，该项计划就合共公示了 3 个互

助案例，每个案例 30 万元互助金额，合

计达到 90 万元。 业内人士指出，从公示

案例来看，目前该计划已经在盈利。

“4 月第 1 期中，合共有 4862.45 万

人参与了这 3 个案例的分摊，每人分摊

金额为 0.02 元，那么 4862.45 万人就合

共筹措到了 97 万元， 这比公示的 3 个

案例总互助金额多出了 7 万元左右，即

本期 3 个案例的管理费合共为 7 万元，

扣除了一些运营支出以后，项目盈利还

是很明显的”， 一位大型人身险公司精

算师指出，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固定

成本占比将会减少，盈利规模将继续增

大。

不过， 在此基础上， “相互宝”

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使用体验改善，

蚂蚁金服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 基

于信用风控“相互宝” 已经加入了

“为配偶、 父母申请加入” 功能， 进一

步降低门槛， 同时， 推出互助金结余

规则， 当期余额将用于下期分摊， 从

而实现互助金进一步公开透明、 落到

实处。

一些平台也在跃跃欲试

随着相互宝对于客户的吸入速度

和数量、 盈利模式的持续优化， 行业

内一些其他互联网平台也在跃跃欲试

互助计划。 前有京东推出“京东互保”

但被监管部门下架后， 近日， 业内消

息指出， 苏宁互助计划“宁互宝” 开

始低调互测， 并打出“0 元加入、 最高

30 万元抗癌互助金” 的口号。

据悉， 本次苏宁互助计划“宁互

宝” 由苏宁和壁虎互助合作打造。 公

开资料显示， 壁虎互助是由北京必互

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创建的网

络互助社群。 对此， 业内人士指出，

由于互助计划不是保险产品， 不受到

相关保险法规的规管， 为此目前仍存

在一定的套利空间和监管空白。

“互联网互助产品的推出具有积极

意义， 其搭建的社会互动参与平台，

有利于弥补目前医疗保障体系中的缺

陷。 ” 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 一般的

消费者在抵御大病时显得很无助， 而

互助计划就满足了这个群体的需求，

这就是其受到市场欢迎的原因之一。

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指数利好债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4 月

1 日起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

性银行债券开始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

球综合指数。 对此， 建信基金认为，

中国债券已经成为全球资产配置中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一举措也有望

迎来海外增量资金， 利好债市长期健

康发展。

此外， 花旗富时全球政府债券指

数将于 9 月宣布是否将中国债券纳入

其中。 建信基金认为， 中国债市进一

步对外开放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流动的

必然举措， 作为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

中国债市对外开放可以更准确地反映

全球债券市场的状况， 满足国际投资

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另一方面， 也

有利于巩固中国债市的全球地位， 并

有望迎来海外增量资金。 Wind 数据显

示， 自 2019 年 1 月彭博正式宣布会准

时将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加入指

数后， 境外机构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

活跃度已显著提升， 1 月、 2 月债券通

日均交易量分别达 60.1 亿元和 64.8 亿

元， 较去年全年 35.8 亿元日均交易量

显著提高。 根据彭博指数业务全球负

责人近期透露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

有 5 万亿美元左右的可统计资金在追

踪该指数， 中国债券在指数中的占比

可达到 6.06%， 据此测算， 预计指数完

全纳入中国债券之后带来的资金流入

可达 3000 亿美元左右。

建信基金认为， 中国债市对外开

放步伐进一步加快， 投资者不妨布局

相关基金把握投资机遇。 如建信稳定

增利、 建信稳定得利、 建信纯债等债

券类基金， 80%以上基金资产均投资于

债券市场， 且为投资者取得了较好地

回报。 此外，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

8-10 年指数型基金紧密跟踪标的指

数。

PPmoney接入百行征信

多维度助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陈 周 琴 ）

“打破信息孤岛 科技驱动信用” ———

征信行业研讨会于 4 月 13 日在广州顺

利举行。 在现场， PPmoney 万惠集团

和百行征信有限公司 (

下称 “百行征

信”

) 举行签约仪式， 正式建立合作关

系。 据了解， 当前 PPmoney 万惠集团

已完成和百行征信的系统搭建和数据

对接测试工作。

根据合作协议， PPmoney 万惠集

团将向百行征信系统全面、 准确、 及

时地报送征信信息。 百行征信则对这

些信息进行采集、 整理、 保存和加工，

并向平台提供信用信息的查询及相关

增值服务。

据了解， 百行征信是在中国人民

银行指导下， 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联合八家市场机构共同发起组建的全

国唯一一家拥有个人征信业务牌照的

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 是专业从事个

人信用信息采集、 整理、 保存和对外

提供信用报告、 反欺诈等各类征信服

务的机构。

今年 1 月 1 日， 百行征信正式启

动了个人征信系统、 特别关注名单平

台和信息核验平台三款产品的上线验

证测试工作。 以帮助接入机构解决信

息不对称问题， 防范信用风险， 提升

授信服务效率。

PPmoney 万惠集团执行副总裁胡

新表示，此次与百行征信的合作，旨在

进一步提高平台的反欺诈、 信用评估、

贷后管理等能力。 平台将结合自身的智

能大数据风控系统及 AI 等金融科技技

术， 打造更为优质的资产端。 接下来，

PPmoney 万惠集团也将继续发挥标杆

作用， 积极参加行业信用体系共建，全

面助力普惠金融的建设发展。

PPmoney

万惠集团与百行

征信正式达成深

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