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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险产品监管“高压”持续

银保监会年内第三次通报，23家公司被点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日，

银保监会官网进行了人身险产品问题

的通报，23 家公司“上榜”，涉及的问题

主要包括部分公司产品备案后无销量，

以及产品材料报送问题、 产品设计问

题、费率厘定及精算假设问题，以及条

款表述等产品备案问题。 据了解，这是

银保监会今年以来针对人身险产品问

题的第三次通报。

部分产品备案后无销量

据了解，近期，银保监会依托中国

保险业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数据，对

备案产品实际销售情况进行了统计分

析。 本次统计范围为 2017 年各公司备

案产品截至 2018 年底的销售情况。

从统计结果来看，部分公司相当数

量的产品备案后并未销售，或者销量极

低。 其中，中信保诚、大家人寿、天安人

寿、渤海人寿、太平人寿、平安健康和上

海人寿等 7 家公司销量为零产品数量

超过 10 个，平安健康、汇丰人寿、中信

保诚、大家人寿、渤海人寿和泰康养老

等 6 家公司销量为零产品数量占比超

过备案产品数量的 30%。

银保监会指出， 产品销量为零，不

论是保险公司主动调整产品计划，或者

是消费者不认可所导致的，均表明公司

产品策略不清晰， 产品管理存在漏洞，

产品开发效能低下，同时也是对监管资

源的浪费。

产品备案过程中现四大问题

银保监会指出，在产品备案过程中，

还发现存在产品材料报送问题、 产品设

计问题、费率厘定及精算架设问题，以及

条款表述等四大问题。 具体而言，在产品

材料报送方面， 银保监会发现部分险企

存在漏报、少报材料，报送材料内容出现

错误，以及报送方式不规范的问题。 如中

美联泰大都会某医疗保险， 变更备案报

送材料清单表中所列举的变更后的相关

材料列表与实际提交材料种类不一致。

产品设计方面， 有部分险企产品存

在责任设计与产品定义不符、 产品保障

功能弱化、免责约定不符合常理等问题。

如国泰人寿某定期寿险， 保险责任中包

含了生命终末期保险金提前给付责任，

与定期寿险定义不符； 人保健康某护理

保险， 该产品仅包含因意外导致的护理

责任。 产品费率厘定及精算架设方面，部

分险企报送的产品存在退保假设不合

理、健康服务费用占比超过监管规定、现

金价值计算不合理、 费率浮动范围不明

确等问题。 如华夏人寿某医疗保险，部分

年龄段健康管理服务成本超过保费

10%，与监管规定要求不符。

此外， 还有部分产品条款表述存在

问题。 如德华安顾某疾病保险，免责条款

关于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伤害情形

下退还保单现金价值的对象约定不符合

《保险法》要求。

房贷利率平稳换锚倒计时

房贷利率大概率保持稳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近日

有市民向记者表示打算近期内购房，不

过由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改

革，房贷利率也跟随有所变化，因此不

知道是否要赶紧“出手”签订合同。 10

月 8 日房贷利率将换锚，即新发放的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的 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而成。 记者采访获悉，

已有部分银行对新增房贷采取 LPR 方

式报价，但报价方式调整对实际房贷利

率的影响不大。

记者向市内部分银行了解到，当前

各家银行正进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

价基准的转化工作， 近期将择机落地。

某股份行广州分行的相关人士对记者

指出， 目前房贷利率仍处于过渡期中，

具体的变化仍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确认

和调整。

9月20日，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金融分析

师李万赋对记者表示，与首次LPR报价

水平相比， 本次5年期LPR水平并没有

发生变化。 那么按照房贷新政规则，10

月8日后新发放的住房个贷， 首套房的

利率不低于 4.85% ， 二套房不低于

5.45%。 目前已经有一些银行开始试点

LPR房贷新政，这些银行的加点基数都

是基于8月20日公布的LPR5年期水平。

本次5年期报价水平不变， 也就意味着

10月8日房贷新政正式实施时， 已试点

的银行加点数大概率保持稳定。

分析人士认为， 即使 LPR 改革后

房贷利率迎来调整，但是利率变化应该

不会太大，购房者选择购房时机主要还

是侧重于是否“刚需”。

绿色金融助力垃圾分类

首个城市矿产（垃圾分类）绿色金融合作基地落户广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9 月

19 日，由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指导，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广州城

市矿产协会联合主办的“2019 华南垃圾

分类与绿色金融高峰论坛”在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召开。 论坛旨在搭

建沟通学界、政府、企业的高峰对话平

台，深度探讨绿色金融赋能垃圾分类的

新模式、新思路，推动华南地区垃圾分

类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成立广东首个垃圾分类产研融

合作新平台

据悉，本次论坛与“2019 年广州市

创建文明城市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工作会议”同日召开。 今年 8 月，广州

发布《广州市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

年行动计划

（

2019－2021

年 ）

》，提出“全

链条提升、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参与”垃

圾分类工作目标，该论坛及举措可谓是

垃圾分类行业与金融界对广州垃圾分

类新工作形势与要求的快速反应。

活动现场，城市矿产

（垃圾分类）

绿

色金融合作基地揭牌成立。 据悉，该基

地是广东首个垃圾分类产研融合作新

平台，主要为垃圾分类企业及上下游企

业提供全方位的融资、融智服务，搭建

垃圾分类产业生态圈，促进垃圾分类产

业创新升级，通过行业合作助力、金融

科技赋能、金融资金支持，推动垃圾分

类行业上下游企业快速发展，提升垃圾

分类工作效能。

100亿元授信助力打通垃圾分

类产业链条

活动中，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和广州

城市矿产协会举行了合作授信签约仪

式。 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为城市矿产协会

企业提供 100 亿的授信额度，为垃圾分

类项目投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

供综合金融服务。 同时，该分行正积极

探索垃圾分类企业融资新模式，创新提

供抵押、质押、保证、信用等多种担保方

式的贷款，推动健全垃圾分类产业企业

融资服务体系。 这是广州首家金融机构

为垃圾分类企业提供大额综合性融资

授信支持。

据悉，今年 7 月，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推广绿

色金融成熟经验和模式等四项重点工

作任务，推动全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

展，推动绿色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广州高

质量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建设银

行广州分行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参与

单位， 成立全国首个绿色金融创新中

心， 构建全方位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目

前已向绿色企业累计提供绿色信贷 560

亿元，支持了超半数绿色金融试验区的

绿色企业，全面推动广州绿色金融业务

可持续发展。

相互宝预估今年

分摊金额人均

30

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日

前，支付宝上大病互助平台“相互宝”

公布其预测的2019年人均分摊金额

为30元， 远低于此前预计的188元封

顶线。 2018年底，相互宝曾承诺2019

年人均分摊金额不会超188元， 超出

部分由蚂蚁金服承担。

相互宝表示，相互宝成员年龄结

构年轻， 因此重疾发生率低于社会

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绝大多数

成员都经历了3个月等待期， 等待期

内患上重疾不符合救助规则， 因此

今年整体救助人数、 分摊金额都处

在较低水平。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8900万人加

入相互宝，成员基数越大，救助单个

重病成员的分摊成本就会越低。 目

前，相互宝救助单个成员的人均分摊

成本仅为0.002元。 截至目前，相互宝

已累计救助2839名重疾成员， 发放

5.63亿互助金。

重疾发病率

正趋于年轻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

日，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发布《2019年上半年理赔报告》显

示，重大疾病赔付金额占总赔付金额

的近七成，且患病年轻化趋势趋于明

显。

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都

会人寿理赔案件中重大疾病理赔占

比19%， 发生率前三的重疾分别为：

恶性肿瘤、 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

病。其中，占比达80.5%的恶性肿瘤依

然是都会人群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

胁。 在重大疾病理赔案件中，30至49

岁年龄段所占比例约69.3%。

重疾赔付金额方面， 大都会人

寿重疾赔付占总赔付金额比重高达

69%， 人均赔付金额为24.03万元，较

2018年提升逾4.5万元。 但其中66.3%

的重大疾病理赔案件的保额不足20

万。 根据2018年银保监会统计数据，

理赔发生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费用为12万至50万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