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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谈 134号文：

营销策略在调整 主打长期保障型产品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潘玉蓉 刘敬元

今年

5

月

11

日， 中国保监会下发

《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

计行为的通知》（保监人身险〔

2017

〕

134

号，下文简称《

134

号文》），要求保

险公司在

10

月

1

日前完成自查和整改。

如今，距文件发布已有数月之久，各家

准备情况如何？ 营销策略是否顺利调

整？ 对此，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多家

保险公司，在此进行一一呈现，以期反

映行业迎接新规的进展情况。

公司保费会否受到影响？

太平人寿：把握政策窗口期，进一

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化挑战为机遇。

华夏保险： 预计

2017

年新单期交

保费将达到

2016

年的两倍以上， 总保

费规模将保持稳定。

前海人寿：预计影响不大。（注：万

能险销售资格暂停）

珠江人寿： 保费规模短期可能受

影响，公司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主动

适应变化，计划实现保费平稳增长。

弘康人寿： 从目前公司产品结构

看，并未产生较大影响。

对公司产品线影响几何？

太平人寿：公司两全

/

年金保险产

品保险期间以终身或长期为主， 主要

满足客户长期特别是高年龄阶段的养

老补充需求。 对于生存金首次领取时

间早于

134

号文的规定，我们已启动产

品调整工作。另外，公司没有附加险形

式的万能险。

华夏保险： 这些规定对公司小部

分产品产生了影响。 个险的常青树系

列重疾产品以及银保的财富宝养老保

险不会受到影响。

前海人寿 ：

2 016

年全面转型 ，

2017

年以钢铁般的决心推进公司转

型。 产品端从

2016

年已本着“保险姓

保”原则进行设计、开发和销售，公司

现行产品绝大部分符合

134

号的监管

要求， 产品销售基本不受

134

号文件

影响。

营销策略是否已在调整？

太平人寿： 基本完成受影响产品

的调整与升级， 产品备案及培训推广

工作稳步推进，确保

10

月

1

日后业务平

稳过渡。

华夏保险： 受影响的个险渠道和

银保渠道产品已及时进行升级， 公司

将大力发展长期期交保障型产品。

珠江人寿： 公司一方面保持原有

渠道销售的顺畅，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

开拓职域营销等创新渠道， 促进高保

障型产品的销售。

主打什么产品形态？

太平人寿：

134

号文实施后， 公司仍

会坚持原有产品策略， 积极推动长期年

金产品和长期保障型产品， 满足客户养

老与健康保障需求。

前海人寿： 主打产品形态是风险管

理型、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从

去年至今的售卖情况看， 客户具有较强

的保障需求，公司将从产品培训、销售管

理上进一步提升经营能力。

珠江人寿： 公司主打产品将关注客

户的风险保障需求， 强调突出产品保障

功能。将拓展银保合作渠道，增加期交业

务占比，优化渠道保费结构，同时加强个

险业务，主动向保险的核心价值回归。

目前的主打产品是什么？

太平人寿： 个险渠道主打长期年金

产品并全年持续推动长期保障型产品，

其中疾病保险销量提升明显， 在长期保

障型产品中占比超九成。 银保渠道全年

持续推动长期年金产品， 辅以长期保障

型产品。

华夏保险： 个险渠道主要销售的产

品有常青树系列终身重疾产品， 包括常

青树

2016

、常青树全能版等；还有福临门

系列终身年金产品，包括福临门

2016

、福

临门鑫享版等。 银保渠道主要销售的产

品包括财富宝养老年金

C

款、 富贵竹年

金保险等。

前海人寿： 目前公司主打产品是福

寿保、馨至尊宝、孝心保、尊享五号等养

老、健康类保险产品。

珠江人寿： 银保渠道主推普通型费

改年金产品， 同时积极推动银保趸交产

品向长期化过渡，主打产品为五年期“乐

多多”及十年期以上“福多多”年金险产

品， 长期期交型产品已成为珠江银保主

打产品。 个险渠道主推多种重大疾病以

及轻症责任的长期健康险产品， 如珠江

康佑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如何评价134号文？

太平人寿：监管严格规范产品设计，

肃清市场激进行为， 有助于引导培育客

户的保障理念， 有助于寿险市场的长期

健康发展， 对坚持价值型业务的公司是

新的发展机遇。

华夏保险：

134

号文是对寿险产品开

发设计进行的一次规范， 虽然短期内对

公司业务规模有一定影响， 但保证了寿

险行业长期的稳健健康发展。

珠江人寿： 对开发寿险产品大加鼓

励，体现整个行业回归保障本质的决心。

约束投资型产品领取年限及形态， 弱化

保险投资功能，避免野蛮人肆意妄为。

弘康人寿： 保险业将逐渐回归保障

本源，更加健康发展、服务国计民生。

寿险业备战十一产品新规 多家公司新产品申报被打回

业内预测，“年金 +万能”双主险形态或是国庆节后的主流产品形式，“保险 +信托”也将有市场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潘玉蓉

《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

发设计行为的通知》（

134

号文）正式实

施的

10

月

1

日，是快速返还附加万能险

这一主流险种的大限。

134

号文被称作

史上最严新规，到底严到什么程度？证

券时报记者从业内了解到， 近几个月

陆续有寿险公司根据新规申报产品试

探监管边界，但是不断有产品被打回。

从产品形态上看， 新申报的产品

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 即万能险不

能是附加险形式，年金

5

年之后返还且

每年返还不超累计保费的

20%

， 诸多

细节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 但业内的

普遍感受是， 新规的执行力度非常严

格，红线明确。有些公司曾试图通过各

种花哨设计实现高返还和高收益，但

均拿不到产品批复的回执。

上报产品 试探监管尺度

如今，距

10

月

1

日大限仅剩月余时

间，记者了解到，业内正通过交流不同

公司产品报备的获批情况， 了解监管

尺度松紧。

根据各家公司反馈交流情况，新

规之下，有两条红线不能踩：一是产品

不能附加万能险账户， 也即万能险不

能以附加险形式存在；二是年金保险

5

年内不得返还，

5

年以后每年返还金额

不能超过已交保费的

20%

。对此要求，

各家公司都能遵守。

在这两条基础之上， 保险公司又

从不同角度入手研发产品， 寻找监管

边界。第一种是“双主险”的试探。有公

司尝试将此前“年金附加万能”形态，

改为“年金

+

万能”双主险形态，这在

形式上是可以的， 也可能是十一之后

的主流产品形式。

试探之二是双主险形态下， 有公

司试图将年金返还的资金免费进入万

能险账户，但该做法没有获得放行条。

没有获准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如果资

金从年金主险账户“畅游”到万能主险

账户，如此便利，本质上与“主险附加

万能” 时无异， 相当于绕开了监管规

定， 万能险账户又成了年金的附加账

户。也就是说，当资金从年金账户转入

万能险账户时， 双主险产品未来要收

取手续费。

试探之三是万能险账户资金每年

可以数次免费领取，该做法不易通过。

此前的万能险具有短期理财属性，可

以每年不限次数免费领取一定比例内

的资金。根据文件，为了倒逼行业回到

万能险本源，引导长期储蓄，以后领取

资金， 特别是在产品最初一定年限内

取出的，或将收取手续费。

推出过渡产品

测试市场接受度

由于

134

号文两条红线的要求，与

目前相关产品主流形态差异巨大。 对

于市场是否可以接受新产品， 接受情

况如何，业内并没有把握。 因此，在大

限之前， 有寿险公司尝试推出符合新

规部分要求的“过渡期”产品，对外试

探市场反应，对内训练团队。

比如人保寿险

8

月

8

日上线一款年

金附加万能险账户的产品组合， 将生

存金返还按照新规设定。 初次返还确

定在满

5

年后， 初次返还基本保额的

150%

， 此后每年返还基本保额

30%

，

直至客户身故。 记者根据其给出的投

保案例测算， 返还设计时点及返还比

例恰好符合新规要求，

5

年后开始返

还，每年不能超过已交保费的

20%

。

案例显示，

30

岁的父亲为

0

岁男宝

宝投保该产品， 选择祝寿金领取年龄

60

周岁，交费期间

10

年，年交保费

10

万

元，基本保额为

61100

元。 则首次高返

还年金为，

5

岁当年，生存金给付

150%

基本保额，即

91650

元，低于已交保费

的

20%

，即

10

万元（

10

万

*5*20%

）。 此

后年份返还更低于此。

不过由于该产品附加万能险，只

能销售一段时间。 据悉， 该产品一共

“闪售”了

14

天，销售规模在

30

亿元左

右。“人保用这款产品做市场接受程度

测试，效果不错。 ”一位寿险人士称。

未来产品形态多样

10

月

1

日以后的产品究竟会是什

么样？记者多方采访了解，总体上寿险

公司产品会回归保障功能， 理财功能

会弱化，长期储蓄特性会增加，业内预

测了如下的产品线演化结果。

定期寿险、 重疾险等传统保障产

品，保障更加极致，并走向互联网。

万能型产品，回归保障，也可和年

金等组成双主险产品组合， 提升综合

收益。

短期理财型产品， 转向期限稍长

的期交产品。 保险公司可能设计出第

五年、第六年后有高现金价值的保单，

届时通过“返还

+

退保金”的方式弥新

产品返还慢的劣势。 但即便通过这样

的方式，实现的收益率也不会太高，预

计在

4%

左右。

长期储蓄产品，如养老年金产品，需

要跨界组合，对接养老社区等。 此外，具

有传承功能的产品，如“保险

+

信托”，也

将会有市场空间。

总体来说，市场竞争会愈加激烈，未

来需要保险产品创新和跨界组合， 还需

更好地展示产品，让客户有更好体验感。

134号文冲击波：

2018开门红保费预估降一半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即将到来的

9

月是各家寿险公司

确定

2018

年开门红目标的关键时间，

但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134

号文， 让业

内人士对明年开门红任务感到压力巨

大。

2018

年开门红产品将是什么形

态？ 根据新规设计的产品客户接受度

如何？销售队伍如何磨合？随着时间越

来越近，这些问题的答案仍未明确，不

少公司个险部负责人已经急成热锅上

的蚂蚁。

新产品

收益性和流动性双降

今年

5

月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

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

知》 （简称

134

号文）于

10

月

1

日开始

实施。

根据新规， 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

10

月

1

日后必须在保单生效满

5

年

以后才能开始领取第一笔保险金，且

每次领取的年金金额，都不能超过已

付保费的

20%

。

要知道，目前市场上主流的万能

险， 就是以主险分红型年金

+

附加

万能账户的形式进行销售的。这类具

有现金流稳定、高结算利率的“年金

+

万能险“组合，因具有快速返还、收益

高的特点，被用于养老规划、子女教

育储蓄、复利理财，颇受市场欢迎。

十一之后的新产品将是什么形

态，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出现，但据业内

人士透露， 新产品除了需要拉长年金

首次返还的时间至

5

年后、 每年返还

金额受限之外，返还的保险金进入万

能险账户也可能不再免手续费，客户

从万能险账户提款， 也可能不再有每

年数次的免手续费机会。

过去，“快速返还” 能为消费者快

速提供现金流，是吸引购买的亮点之

一。 新规下，首次返还时间推后，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产品的吸引

力， 保险公司需要时间培养市场接

受程度。 另外， 对万能险的转入和

转出收取手续费， 将降低产品的收

益性和流动性，令万能险的纯理财功

能弱化。

预计开门红业务受冲击

每年

1

月份的开门红中，快速返还

的年金与高收益的万能险组合，都是给

保险公司带来大量现金流的主流产品。

开门红的销售通常瞄准高净值客

户，如近年频繁爆出“亿元保单”。然而，

大保单的投保人对于收益性和流动性

的敏感度更高，他们在其他渠道的理财

选项也更多。 有人担心新规执行后，开

门红产品在市场上的吸引力下降。

“新规对于小保单的影响并不明

显，但对大保单的影响是很直接的。 ”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在最近一次

圈内交流活动中， 有人预计明年开门

红业绩会下降一半。

对于大多数寿险公司而言， 开门

红业绩对全年举足轻重。即便是国寿、

平安人寿、 太保寿险这类大公司，

1

月

单月开门红带来的规模保费占全年的

比重都在

30%

以上。 “如果

1

月份完不

成全年

30%

的业务量， 全年目标的达

成压力将会非常大。 ”

2018

年的开门红， 还将面临

2017

年的高增长基数。同业交流数字显示，

2017

年第一季度， 个险开门红实现近

2400

亿元新单保费， 在

2016

年

80%

的

个险新单保费增速基础上， 再次出现

35%

的高增速。

上述业内人士称，“现在还未听见

公司说要调低明年业绩增长目标。 ”

对今年业绩影响有限

“

134

号文今年四季度才开始实施，

由于各家公司的保费任务已基本完成，

新规对今年的影响有限，主要看明年。 ”

一家寿险公市场总监表示。

去年以来， 监管部门不断发文件限

制保险理财化，效果明显。今年上半年保

险业保费增速稳中趋缓，

6

月份行业单月

寿险保费同比出现零增长。 国泰君安预

计上市公司的个险渠道近期保费同比增

速也将有所下滑。

据记者了解，为减少

134

号文对明年

开门红的冲击， 一些公司正抓紧发展人

力、制定激励计划。

有公司提前为

10

月

1

日推出的新产品

做准备，停售了

5

年期内返还生存金的保单。

如平安人寿停售了“年金

+

万能险”的

2017

年

开门红主打产品，着重培养保障型客户。

一些保费压力不大的公司， 可能会

在

2018

年索性放弃高返还高收益产品，

转而主打重疾险和终身寿险等保障型产

品， 但是这类产品对于销售的介入程度

更深，对代理人的培训要求更高。

浙商证券分析师表示，从长期看，保

险股的估值有基本面的支撑，但

2018

年

的保费或者开门红是否能维持去年的高

增速，具有不确定性。

134

号文以及近年陆续生效的影响

何时消化，还有待观察，但是可以肯定的

是，寿险业“转型成功”的结论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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