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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超/制图

降低疫情对续期业务影响

险企延长续费宽限期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由于寿险保单的长期性，保险业务

受到疫情影响的不仅限于新单，还包括

往年期交业务的续期，目前已有个别大

单客户出现续交保费困难问题。 不过，

由于大单业务占比极低，加之险企调整

续期业务的交费政策，尽力降低疫情对

保单继续率的影响，业界预期疫情对续

期业务整体影响有限。

大单客户续交保费困难

“原来存年金的，特别是交钱比较

多的企业主可能会交不上保费。 ”一位

外资险企代理人对证券时报记者称，疫

情对保险的影响，除了提升保障险销售

外，可能还包括影响大单年金的续期。

他表示， 大单客户续交保费成问

题的情况，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并预计

可能会在年中的时候有更明显趋势。

所谓大单， 各家寿险公司并无通

行的行业标准， 一般指的是年交保费

50

万以上的保单， 多为年金类保单，

是衡量年金等理财型业务销售景气度

的一个参考指标。

此前， 大单的减少主要有两大因

素：一是受产品形态调整影响。

5

年后

开始返还保费，定位为长期储蓄，而非

对应大家的短期理财需求。 二是保险

公司出于风险控制考虑， 大多下调了

定价利率， 诸如此前几年定价利率

4.025%

的年金产品，明显减少。

某银行系险企续期业务负责人表

示， 对续期业务的考核指标为保单继

续率，疫情对继续率也有一些影响，目

前看不同险种的保单继续率下降幅度

在

5~10

个百分点。

多举措补救影响可控

“要评估疫情对续期的影响，还要

等一段时间，目前还看不完全。” 受访

的一家大型险企分公司高管表示。

上述银行系险企人士也表示，虽

然保单继续率有所下降， 但仍远高于

各产品精算假设的继续率， 因此续期

业务受到的影响还是可控的。

综合受访的

3

家大中型险企高管

观点， 年金续期受影响应是个别情况，

目前预计疫情对续期的整体影响有限。

一方面，经历了回归保障的转型后，

险企业务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型业

务为主，其中年金虽然不少，但大单不

再像往年那般频现，大单业务其实占比

不高。 从结构上看，可能极个别人会有

压力，但年金业务只是客户资产配置的

一部分，占比不大，甚至是较小的部分。

另一方面， 即使个人客户出现现金

流问题而暂时不能交纳保费， 在经过一

两个月的宽限期后， 也可能恢复交费能

力。同时，年金也可以提供保单质押贷款

功能，为客户现金流形成补充。 目前多地

企业正在有序复工复产， 相信经济的自

我修复能力和个人的流动性管理能力。

同时， 保险公司业务考核体系中，

除了新单指标以外，也包括续期或继续

率指标。 记者采访了解到，险企还积极

采取多种措施，降低疫情对续期影响。

对于受疫情影响交费从而接近失

效期的保单， 特别是在远郊县或对手

机银行操作不熟悉的年龄较大客户，

有保险公司制定了续费期延长的特殊

安排。在原来的保单

60

天交费宽限期

之外，进一步延长保费交纳的时间，作

为疫情时期的特殊处理。

“开门红” 撞上新冠疫情 一季度保险业业绩承压

险企复工后多管齐下展开“自救” ，挖掘线上红利积极化危为机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客户拜访取消， 代理人活动量不

足、收入下降，培训效果打折……

2020

年对于保险人而言，实在是太难了。

面对新冠疫情挑战， 保险行业复

工后多管齐下展开“自救”。一方面，主

动调整考核指标，稳定“军心”；另一方

面， 积极借用疫情促使居民风险意识

提高的机会，开发线上保险红利。

错过的一季度

“一季度的业绩受到影响是肯定

的了。”一家大中型保险公司人士对记

者表示， 疫情对保险行业的影响将持

续整个一季度。

在日前业绩发布会上， 中国平安

管理层也坦陈，一、二季度的保险业务

可能因疫情受到一定影响。

当前我国上市险企的保单销售主

要以个险渠道为主，个人代理人的核心

优势在于线下与客户的密切联系。而随

着春节假期的延长、相关隔离管控措施

持续实施，代理人展业被疫情阻隔。

年初的开门红是保险公司重要的

业务节点，大约要完成全年

40%

的业

务量。 保险公司之所以选在年初做开

门红活动， 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市场考

量。 年初，工薪族领到年终奖，工商个

体收完欠账， 此时的财务状况是一年

中最好的时候， 中国人做计划向来有

“一年之计在于春”的习惯。

但今年， 开门红的业务节点已经错

过了一大半。据了解，不少公司准备举办

的业务说明会因为疫情而不得不取消。

招商证券分析， 考虑一季度开门

红期间包含

11-12

月的预售时间，疫

情对一季度生产力影响程度约为

9%

，对全年的影响约为

3%

。

借鉴经验化危为机

“每一次大疫情过后，都会出现投

保率增加的现象。”北京工商大学保险

研究中心王绪瑾教授表示。

2003

年的非典曾让当期健康险

增速下滑，但疫情过后，保险行业的投

保率显著增加。

2003

年

5-7

月，健康

险单月保费同比增速分为别

309.3%

、

265.3%

和

157.7%

， 对比

2003

年前后

的年份，这一增速都是高点。

经过疫情，人们对于生老病死、传

染病、风险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这正是

保险业将危转化为机的契机。

陆金所平台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

2

月

3

日后，保险产品正在进入到更多

用户的资产配置组合中。从该平台上的

交易额来看，保险产品交易额从年前占

比

10%

上升为

14%

。 其中，湖北地区用

户购买保险明显增加。该类用户的保险

产品交易额占比，从节前

12%

大幅上涨

至

24%

，远高于平均比例。

疫情激发更多用户对于家庭保障

类产品的关注与配置意愿， 尤其是重

疾、意外、医疗保险等险种，而从家庭

配置来看， 寿险也逐渐成为家庭配置

的刚需产品。

此外， 疫情期间代理人客户签单

量下降，也意味着代理人收入的减少。

因此， 保险公司复工的一个重要举措

就是调整考核，稳定“军心”。多家保险

公司调整或者取消了代理人业务考核

要求， 有公司还将考核调整范围从湖

北扩大到了其他地区。

开发线上保险红利

不能拜访客户， 保险人如何主动

出击？证券时报记者发现，不少保险人

玩起抖音、“

AI

展业”。

1

月

31

日之后，平安保险的线上

晨会、线上培训、线上产品说明会陆续

开始。 平安集团首席保险官陆敏说：

“我们代理人反映，比以前更忙了。 ”

在抖音里录小视频普及保险知

识、 社交工具上发动新冠疫情赠险领

取、借助小程序“

AI

接单”、制作各种

线上“保险防坑指南”，构成了非常时

期保险业务员的“求生图鉴”。

与大流量平台合作， 也成为一个

趋势。 比如近期微信朋友圈时而出现

的保险广告， 就是一些保险机构在线

上精准投放的方式之一。

根据腾讯广告保险行业投放数

据，全民“纯线上生活”的高在线时长，

进一步扩充了广告资源的库存。

水滴保险商城在线营销负责人邵

文在腾讯广告举行的线上营销探讨活

动中表示，数据洞察显示，还有

1.5

亿

潜在投保用户尚未完成转化， 这些人

群将推动整个行业保持持续增长的态

势，并建议关注下沉市场。 据了解，水

滴保险商城去年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

增速已超过一二线城市。 邵文表示，

“未来的新用户和新增流量可能源于

下沉市场。 ”

针对线上保险产品同质化的现

象，安心保险首席增长官郝哲认为，如

果传统线下销售模式做不到的风控手

段和销售链路能够在线上渠道实现，

就可以产生新的产品和新的热点。 例

如宠物医疗板块， 但如果能够在线上

通过算法实现更好的风控模型， 通过

有效链路更好触达， 就可能成为产品

创新的机会。

郝哲建议将高频服务作为机构与

营销平台共同的创新方向， 通过赋能

服务，再反向赋能销售能力，用服务带

动销量。

业内人士表示， 疫情导致全行业

办公转入线上， 或许只是未来保险经

营管理模式的一场预演。 新冠疫情

后，可以预见，保险机构将加速线上化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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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共担，战“疫” 必胜

———徽商银行金融服务进行时

温暖同行、共克时艰，徽商银行合

肥分行为每位客户准备了 “守护保”免

费防疫保险， 全体员工积极通过电话、

微信等线上渠道把这份温暖送到客户

“手”上，赢得客户一致好评。

爱心捐助、情暖徽行，

1

月

28

日，徽

商银行合肥庐江白山支行向白山镇政

府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

5000

只； 庐江

盛桥支行向盛桥镇政府捐赠一次性医

用口罩

5000

只；

1

月

29

日，徽商银行合

肥大东门支行向瑶海区政府捐赠一次

性医用口罩

1

万只， 消毒液

3

箱；

1

月

31

日，庐江白湖支行向白湖镇政府捐赠

一次性医用口罩

3000

只，消毒液两箱，

洗手液两箱；

2

月

3

日，庐江汤池支行向

汤池镇政府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

5000

只；

2

月

5

日，徽商银行合肥长江路支行

向合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捐赠一次性

医用口罩

1350

只， 安庆石牌支行向石

牌镇永固村和邵段村捐赠了一批

84

消

毒水。

徽商银行合肥科技支行在前往安

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门收款

时发现，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仍在加班

加点，坚持工作。 为了致敬美丽的“逆行

者”，支行全体员工自发组织捐款，共筹

集捐款

7500

元， 杀菌洗手液

10

箱、衣

物消毒液

4

箱，在

2

月初全部捐献给医

院物资科，供此次防疫期间医院值守的

医护人员在院使用。

徽商银行芜湖黄山路支行与芜湖

市医保局建立了 “疫情专项救治金融

服务绿色通道”，保障救援专项资金及

时到位。

1

月

27

日，该支行克服法定

节假日跨行汇款的困难， 安排绿色通

道， 确保芜湖中山大药房采购疫情防

控医用口罩的款项顺利汇划；同一天，

协助芜湖市医保局紧急向皖南医学院

弋矶山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芜

湖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医院拨付疫情专

项救助款。

1

月

27

日，徽商银行马鞍山分行微

信公众号成功上线针对新冠肺炎的“在

线问诊”功能。 马鞍山人民医院专家在

线坐诊，有需求的市民可通过分行微信

公众号实现免费咨询，缓解线下发热门

诊压力，减少交叉感染概率，同时把急

诊医疗资源留给更急需的患者。

针对春节假期延长情况，徽商银行

铜陵杨家山支行及时调整网点营业时

间，全力保障自助设备正常运行，满足

假期期间客户业务办理需求。 同时，引

导客户使用徽商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等线上渠道办理业务，为疫情期间金

融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随着返工返城高峰期的到来，宿州

市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刻，徽商银

行宿州泗县支行积极行动，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同时， 自发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成立专班在泗县黑塔镇红旗村配合政

府工作，与村里两委共同拟定一系列排

查方案，挨家挨户排查，并在村部各个

卡点站岗执勤，全力配合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徽商银行各分行积极响应总行团

委号召，踊跃参加“抗击疫情 金融青年

在行动”公益捐赠活动，并积极参与当

地捐款捐物活动。 截至目前，全行员工

捐款

36.07

万元、捐物

9.7

万元；马鞍山

和县支行在得知因疫情影响，全国血库

告急后，支行员工自发献血，支援湖北

省用血。

……

点滴汇聚，涓流成河。 这些，都是徽

商银行数百家支行携手抗疫的短暂缩

影和美好瞬间。

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让沉浸在新春

佳节氛围中的我们措手不及，举国上下

众志成城，共同战“疫”。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徽商银行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工作，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监管

部门的决策部署，围绕保障客户人身安

全和合法权益，提供便捷、高效和优质

的金融服务等内容进行全面部署，有效

保障金融服务畅通。

合理调度资源

保障日常金融服务

从

1

月

24

日至

2

月

18

日，徽商银

行理财系统个人客户日均交易笔数

1.23

万笔、日均交易金额

11.94

亿元。在

国务院发布延长春节假期至

2

月

2

日

的通知后，面对临时的假期调整，徽商

银行始终以客户利益为先，尽最大可能

保障个人理财客户既定的资金起息和

兑付。 从

1

月

27

日开始，组织人员提前

准备， 做好系统和资金安排， 确保了

1

月

31

日

(

非工作日

)

包括徽安活期化净

值型理财产品等

9

款个人理财产品在

当日正常起息、申购、赎回和兑付。

1

月

31

日， 各类理财产品共募集

24866

笔

21.64

亿元， 兑付

11135

笔

16.03

亿元，

及时满足客户在春节期间的投资理财

需求和资金安排。

客户利益至上

切实支持疫情防控

面对疫情状态下大多数客户不便

至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困难，徽商银行

及时推出自动延期服务，针对

2020

年

1

月

24

日（含）至

3

月

31

日（含）期间到

期未支取且未约定自动转存的个人普

通整存整取存款（含定期存折、普通纸

质存单、特色主题纸质存单），如果客户

不便至营业网点办理支取和续存业务，

徽商银行按照原利率计息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避免客户利息损失，最大限度

保障客户权益。

疫情期间，徽商银行借记卡客户在

湖北地区

ATM

跨行取现，免收手续费。

对于参加疫情防治的医护人员、政

府公务人员，以及被隔离人员、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等人员，因

不可抗力影响个人住房贷款正常还款

的，可酌情延长还款宽限期、调整还款

周期、减免罚息复利、提供征信修复服

务等。

服务民生需求

引导客户线上操作

结合疫情期间政府“少外出”的倡

导，徽商银行及时制作零售业务线上金

融服务指南，加强线上渠道宣传，重点

开展储蓄存款、理财和代缴费业务线上

功能操作宣传， 引导客户从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渠道办理业

务，满足客户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基本金

融服务需求。

确保金融安全

守护客户权益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客户防范金融

诈骗支招， 提高客户风险防范意识，同

时加强网点防诈骗提醒，在柜面或自助

渠道办理转账业务时，提醒“不要向陌

生人汇款”，守护客户“钱袋子”；加强合

规销售，为客户推荐合适的产品，充分

揭示产品风险和特性，做好疫情期间网

点服务公告和金融服务政策调整的解

释，告知收费标准，充分保障客户的知

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业务错峰办理

加强安全防护管理

疫情期间， 徽商银行主动加强与

客户联系，为来行客户做好预约登记，

错峰办理， 避免出现扎堆聚集办理的

现象， 减少客户网点等待时长及与其

他客户接触的机会； 对能通过自助设

备办理的业务， 引导其至自助区域办

理；每日对网点大堂、自助设备、理财

室及业务办理等区域进行巡检消毒并

登记，切实做好营业网点通风、消毒杀

菌和环境卫生管理；配备手持体温仪，

对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体温测量；设

置

1.5

米以上安全等待距离， 防止客

户间的交叉感染；利用营业网点展架、

展台、跑马屏、

LED

电子屏等渠道做好

防疫知识宣传， 提升广大客户对疫情

认知，提醒其做好自身防护。 同时，实

行职工每日健康通报制度， 每天排查

员工及其家属健康状况，发现发热、咳

嗽等情况立即报告，并及时采购口罩、

手套、消毒洗手液、医用酒精等防疫物

资分发支行，要求员工佩戴口罩上岗，

网点接触现金者必须佩戴手套。 切实

加强安全防护管理， 保障客户和员工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 在肆虐的疫

情面前，徽商银行克服困难、坚守服务，

全力保障金融服务畅通，积极践行初心

使命，勇于担当，用实际行动为打赢这

场疫情攻坚战做出应有贡献！

（CIS）

徽商银行积极组织员工捐款捐物，为抗“疫” 工作加油打气

徽商银行对网点环境进行定时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