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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险、投连险业务受限 定期寿险意外火了
国际金融报记者 ｜ 王丽颖

内地定期寿险亟待升级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需
要配置此类险种吗？

在“保险姓保”的理念下，以万
能险、 投连险为主的险企转型压力

80 后的李女士近日正处于这

加大。
近几日，《国际金融报》 记者从

样的纠结之中。 她对《国际金融报》
记者述说了痛苦的购险经历。 由于

多个渠道了解到， 不少中小险企开
始销售曾经“看不上眼”的保障型保

工作压力大，有房贷压身，且家庭中
有人生病， 她就想到了保险产品配

险产品，如定期寿险。
定期寿险有多火？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仅在第二
季度，渤海人寿的“优选定期寿险”、
悟空保与横琴人寿合作的 “至尊保

置。 不过， 咨询了多家公司产品后

之横琴优爱宝”、小雨伞保险与华贵
人寿合作的“小雨伞擎天柱”定期寿

拒赔风险高。
权衡之下， 李女士最终购买了

险等接连推出。 再加上去年在市场
上已名噪一时的弘康人寿的弘康大

终身型重疾险， 还买了保额 600 万
元的尊享 e 生百万医疗险。 而现在

白、横琴人寿的优爱宝、瑞泰人寿的
瑞和定寿、同方全球的“简爱”和“挚

还有人在给她推荐定期寿险， 她到
底该不该买？

爱优选”、 阳光保险的 “人生随 e
保”、人保寿险的“精心优选”、安联

对此， 精算师徐昱琛给出的建
议是，如果条件允许，这位女士需要

发现，保险业务员推荐的产品看似
很有诱惑力，但不少产品的“通病”
是：保费贵、保额有限、免责条款多、

保险的安创未来等，定期寿险市场
热闹非凡。

符合互联网险企“胃口”
有需求才有动力！
这无疑是险企扎堆销售定期寿
险的其中一个原因。
定期寿险是一种消费类保障型
产品，这类产品有“低保费、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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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渐重的年轻人，或年轻家庭。
谈及定期寿险自去年以来的火
爆情况，中国精算师协会创始会员、
上海昱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徐昱琛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

险业务员根本不会推销定期寿险产

以来连续发文加强监管。今年 5 月，

推出了“优选定期寿险”纯保障类保

品，因为 100 万元的定期寿险，保费
才几千元， 业务员拿到手的佣金才
1000 多元。 没人销售，传统险企也
不会开发一些性价比高的定期寿险

保监会又出台了 《关于规范人身保
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
明确禁止两全保险及年金保险在 5
年内返还， 保险公司不得以附加险

险产品，以费率低、保额高、免体检
为特色，也成了“网红”产品。
再来看几个行业数据。 根据保
监会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具有

全民保险意识提高。 一方面， 老百
姓的保险意识在上升；另一方面，保

产品。
“现如今，各种互联网保险平台

形式设计万能险、投连险产品。 在
此背景下， 部分依赖于理财型保险

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的普
通寿险业务规模保费占比 52.91%，

险业内人士的意识有了大幅提升，

配置一份定期寿险， 尽管购买了优
质的百万国民医疗险和极致重疾
险， 但医疗险和重疾险不承保身故
责任，且只是保护自己，而定期寿险
保护的是投保人的家庭成员。
同样是精算师出身的陈志华表
示，“在悟空保平台用户中， 对终身
寿险和定期寿险的配置比例大约为
1:6，25 岁至 35 岁占 比 约 71% ，35
岁以上占比 26%， 可见 80 后独生

的优点，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如果被
保险人死亡或全残， 则保险公司将
给予赔付。
悟空保创始人兼 CEO 陈志华

才会专注于保障型保险的市场开
拓。

不断涌出， 亟需一些设计简单且高
保障的产品， 而定期寿险因为责任
简单、保额高、保费低等特点，成功

业务的中小型险企再度承压。
影响有多大？
先来看个例子， 渤海人寿此前

较去年底上升 16.71 个百分点；万
能险占比 17.4%， 下降 19.45 个百
分点； 分红险占比 28.80%， 上升

徐昱琛也提到了定期寿险 “简
单易选”的特点。 他称，市场上套路

吸引了这些互联网险企， 于是才出
现了悟空保、 小雨伞等平台与中小

以万能险发家。 2014 年 12 月成立
后，仅在 2015 年，渤海人寿的规模

5.04 个百分点。无疑，那些过去主要
依靠万能险、 投连险做大业务的险

子女家庭定期寿险保障的意识最
高。 对这一消费群而言，20 年到 30
年的保障期间都是比较合理的选
择，保额配置到约 5 至 10 年的年收

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定期寿险产品简单、价格亲民，

较多的保险产品会让消费者产生
“选择困难症”， 但定期寿险产品则

险企联手开发的定期寿险产品。 ”
徐昱琛称。

保费就高达 33.3 亿元，在中资寿险
公司中排名第 40 位。 但 2016 年保

企而言，必须转型，定期寿险等产品

入总和就很合理。 ”

消费者能够通过非常低的保费获得
高额保障。 对于有短期（比如 20 年

不同：消费者只要确定了保障期限、
保额， 在众多产品中就看哪家最便

“万能险大户”转型所需

监会对 1 年期中短存续产品叫停
后，失去这一主打产品的支撑，渤海

成为新抓手。
“总体来看，今年的定期寿险销
售要比往年好。 ”不过，沪上一家大

须不断升级完善才能吸引更多消费
者。 有人拿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

左右）风险敞口，比如有房贷车贷、
为父母养老、 家有幼子的消费者来

宜就买哪家， 另外最多加一些全残
责任，或者免责条款少一些，就可以

人寿规模保费收入自 2016 年 3 月
的 69.4 亿元迅速缩水至 4 月份的

型寿险公司业务员在接受 《国际金
融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就我们公

三地定期寿险作了比较， 中国内地
价格最贵，约为新加坡的 3 倍；保额

说，非常适合用定期寿险转移身故
风险， 以免被保人不幸身故给家人

选定适合自己的定期寿险， 整个过
程很简单。

113.4 万元，原保费收入甚至出现负
增长。

司而言， 定期寿险销售谈不上特别
突出。 有房贷的客户不会刻意去买

上限很低， 一般网销产品不超过
100 万元，线下核保产品不超过 200

造成负债累累或经济上难以为继的
后果。 所以定期寿险的受众一般是

此外， 互联网保险崛起也助推
定期寿险产品开发。 徐昱琛告诉记

在保费增速放缓后， 如果有退
保危机， 企业风险较大。 为了回归

定期寿险产品， 他们还是在综合产
品的基础上， 由业务员建议才会去

万元；除外条款极多；无可转换权；
部分产品带全残赔偿， 但全残赔偿

成年人，或者走上社会，家庭责任开

者，在过去互联网业务不发达时，保

保障本质，渤海人寿在今年上半年

买，且额度并不大。 ”

的定义较苛刻。

除了定期寿险原本的特性和互
联网企业的推动， 定期寿险之所以
火爆，还是保监会“保险姓保”理念
下，万能险大户转型需要的结果。
近年来万能险的快速发展潜藏
了较大的风险隐患， 保监会自去年

在业内人士看来， 定期寿险必

优质医疗资源成“奢侈品” 高端健康险如何破局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张颖

司‘必争之地’。 ”一家大型外资保

媛购买了一份某保险公司的高端医

对重症治疗效果较好。 ” 张怡丹分

被保险人， 如客户确认海外治疗方

险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 《国际金融
报》记者，“相比之下，消费者更愿意

疗险，内附一张 1800 万元的医疗直
付卡， 保险公司直接向和睦家支付

析，目前，我国医疗水平在一些复杂
疾病的治疗水平和治疗理念上与国

案， 保险公司还将全程为客户安排
机票、酒店、交通、医生预约等包括

8 月 3 日， 保监会发布最新统
计数据：2017 年上半年， 人身保险
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8287.71
亿元，同比增长 26.03%。 具体来看，

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
一位友邦保险营销员对 《国际
金融报》记者称：“相比疾病保险，医
疗保险有点复杂，涉及药品种类、病

手术的相关费用 16.8 万元。 ”上述
知情人士透露。
上述中德安联保险专家指出：
“高端医疗险大多具备保额足够高、

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据了解， 我国海外医疗产业从
2013 年开始正式启动，但目前仍处
在探索期。 国人获得海外医疗的途

必要时签证申请、 协助办理住院手
续、以及提供医疗相关的翻译服务，
所有海外就医的相关费用由保险公
司全程直付。

寿险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5209.57 亿元， 同比增长 29.32%；
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2615.69 亿元，同比增长 10.87%。
《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现
阶段， 健康险业务增速慢于市场预
期，其中，高端医疗险增长更是不温
不火。
不过， 在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
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看来，炫耀性
消费时代已结束， 真正的高净值人

房种类、赔付比例、免赔额、起付金
额等一系列问题， 很难一下子讲清
楚。 ”
“医疗保险属于消费型产品，1

医院选择广、门诊可报销，自费药无
限制条件以及费用结算直付等功
能，越来越受到高净值人群的认可。
此外，一旦不幸罹患重大疾病，高端
医疗保险足额的理赔金足以支持承
担全球范围内就医的费用， 获得世
界最先进的技术治疗， 减轻治疗痛
苦，提高生存概率。 ”

径较为有限， 主要依托于各类中介
机构和个别旅游企业获得海外医疗
服务。 除此之外， 海外医疗价格不
菲。 据估算， 出国看病的肿瘤患者
平均医疗花费是 15 万至 20 万美
元。
“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利用保
险杠杆原理， 支付较少的保费获得
较高的保障， 可以避免海外救治的
过程中出现财务上的困境，又或者
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甄别中介机构

安盛天平健康险负责人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此
前， 我们推出的一款可以保海外医
疗的高端医疗险产品销售增长在

群更倾向于将钱花在服务、 教育以
及医疗保险等无形消费上，而这类
消费， 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已成为
无形的“奢侈品”。
那么， 高端医疗险这不温不火
的局面何时可以改变？ 又该如何破
局？

高端健康险将
成为未来海外医疗
体检市场重要用户
渠道。
对于保险公司
而言，发展海外医疗
产品，最主要是海外
医院网络的建设，以
及控费管理。 ”

年保费在 2000 元左右，住院才用得
上， 感觉 40 岁之后买比较划算。 ”
一位资深保险业从业人士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现阶
段，有医保，再买一份重大疾病保险
就够了。 ”
对此， 中德安联保险专家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者：“重大疾病保险
和医疗保险并不重复。 前者的理赔
金补偿了因疾病导致收入减少的损
失； 后者则可以减少在治疗疾病过
程中的医疗费用支出， 并可以享受
优质、高端的医疗服务。 ”

高端医疗险需求大
医疗险不如重疾险？
一般来说， 健康险包括疾病保
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护理
保险。 疾病保险指以疾病为给付保
险金条件的保险， 包括普通疾病保
险与重大疾病保险两种形式； 医疗
保险指以约定的医疗费用为给付保
险金条件的保险， 包括医生的医疗
费和手术费用，住院、护理、医院设
备等费用。
“目前，在健康险业务中，重大
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是各家保险公

海外医疗是突破口
面对广阔市场， 参与者该如何
突围？
“渠道资源将成为决定市场格
局的重要因素。 ” 易观智库分析师
张怡丹认为，“高端健康险将成为未
来海外医疗体检市场重要用户渠
道。 ”
上述保险专家则指出， 随着个
人财富水平不断提升， 人们更加愿

高端医疗险到底有没有用？ 有
什么用？
8 月 2 日，一条“急性阑尾炎手
术直付 16.8 万！ 16.8 万！ ”的微信
“刷爆”朋友圈。 《国际金融报》记者
随即采访了知情人士。 据悉，24 岁
的病患王媛（化名）跑了 2 家国内医
院的急诊都没能查出病因， 最后在
和睦家确诊为急性阑尾炎， 并直接
进行了达芬奇微创手术。
“一般，住院手术需要垫付手术
费，然后向保险公司理赔。 但是，王

意为自身健康进行投资，通过购买
保险，享受一流的医疗资源。 “提供
一站式海外医疗服务或将成为高端
医疗险的重要突破口”。
易观智库发布的 《海外医疗市
场专题分析 2017》显示，截至 2016
年， 海外医疗市场规模已达到 7.3
亿元 ， 年 增 长 率 高 达 177.8% ， 到
2017 年 市 场 规 模 有 望 超 过 10 亿
元， 并且在未来 3 至 5 年保持持续
的高速增长态势。
“海外医疗的火爆主要原因是

等问题。 ” 一位资深保险业内人士
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网络建设+控费管理

50%以上， 这类产品发展前景非常
好。 ”不过，该负责人进一步指出，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发展海外医疗
产品， 最主要是海外医院网络的建
设，以及控费管理。 ”
张怡丹则认为：“高端医疗险
与海外医疗项目结合销售将成为
海外医疗未来重要的用户渠道。 对
于海外医疗市场而言，高端医疗险
渠道具有医疗相关性强和高净值
用户重合度高等特点；对于高端医
疗险来说，海外医疗服务有效为保

找到了海外医疗这一突破口，
那么“实战”要怎样操作呢？
《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包
括友邦保险、中德安联、安盛天平等

险项目增值，促进高端医疗险价值
提升。 ”
但也有专家提醒，虽然海外医
疗在技术、设备、服务以及环境上

多家外资/合资公司都已经推出包
含海外医疗服务的高端医疗险产
品。
以一款 “寰球臻享特定疾病境
外医疗保险”为例，19 至 64 周岁的
消费者， 每年缴纳逾 2000 元的保
费， 可获得保额 600 万元的海外医

有一定优势，但也不可盲目追求海
外医疗。 重症患者如海外求医，需
要考虑其身体状况和适应能力。 此
外， 受语言因素和地理因素的影
响，患者在海外医疗服务结束后如
果缺乏与医生的沟通渠道，患者归
国后可能产生对病情跟踪的过度

疗保障。 一旦被保险人罹患合同约
定的特定疾病，需要海外就医，可向
保险公司提出申请， 保险公司通过

担忧或者出现治疗方案缺乏连贯

专业医疗机构联系海外专家出具诊
疗意见并推荐 3 家海外医疗机构给

要咨询相关权威专家、 主治医生，
做好万全准备。

性等问题， 将会影响海外就医效
果。 因此，赴海外求医之前还是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