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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季度保险投诉量出
现小高峰。

5月 26 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关于 2021 年
第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
报》， 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 37892
件，同比增长 129.73%。

华汇人寿、易安财险
位居“第一”

《通报》 指出，2021 年第一季
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
接收并转送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
费 投 诉 37892 件 ， 同 比 增 长
129.73% 。 涉及财 产 保 险 公 司
15539 件，同比增长 83.20%，占投
诉总量的 41.01%； 人身保险公司
22353件,同比增长 178.99%，占投
诉总量的 58.99%。

从整体投诉量看，大公司依旧
位于投诉榜前位，这与其业务量不
无关系。其中，财险方面，人保财险、
平安财险、太平洋财险的投诉量位
列财产保险公司前三位；人身险方
面，平安人寿的投诉量位列人身保
险公司第一。

投诉与业务量对比情况，更能
反映险企的投诉水平、消费者对保
险公司的满意程度。 这或许更具参
考性。

具体来看，亿元保费投诉量方
面，2021年一季度， 财产保险公司
亿元保费投诉量中位数为 6.14件 /
亿元，也就是说，在 1 亿元保费中，
平均有 6.14张财险保单被投诉。而
人身保险公司亿元保费投诉量中位
数为 1.43 件 / 亿元。 其中，财险方
面，易安财险是这一类投诉的“第
一”，每亿元保费中，有 3221.94�件
被投诉。 人身险方面，华汇人寿居

“第一”，亿元保费投诉量中位数为
173.41件 /亿元。

除此之外，财险中安心财险、阳
光信保、众惠相互、阳光农业、恒邦
财险、众安在线、安华农险、合众财
险、融盛保险，人身险中瑞华保险、
德华安顾人寿、海保人寿、中美联泰
人寿、 复星联合健康、 瑞泰人寿
5.55、三峡人寿、和谐健康、人民健
康也上榜前十，均为中小险企。

理赔、销售纠纷成重灾区
就投诉涉及的主要事由来

看，在涉及财产保险公司投诉中，
理赔纠纷 11085 件， 占财产保险
公司投诉总量的 71.34%；销售纠
纷 1897 件，占比 12.21%。 其中，
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平洋财险
的理赔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
公司前三位。 平安财险、人保财险
的销售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

公司前两位。
就投诉涉及的主要险种来看，

财产保险公司涉及机动车辆保险纠
纷投诉 8561 件， 占财产保险公司
投诉总量的 55.09%；保证保险纠纷
投诉 2508 件，占比 16.14%。 人保
财险、平安财险、太平洋财险的机动
车辆保险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
公司前三位。平安财险、人保财险的
保证保险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
公司前两位。

人身保险公司涉及普通人寿保
险纠纷投诉 9184件，占人身保险公
司投诉总量的 41.09%； 疾病保险纠
纷投诉 4600件，占比 20.58%。 平安
人寿的普通人寿保险纠纷投诉量和
疾病保险纠纷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
公司第一。

投诉量翻倍或与疫情有关
记者梳理近年来保险消费投诉

数量发现， 投诉总量居高不下。 其
中， 涉及保险合同纠纷的投诉数量
超九成， 少部分投诉涉及保险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在这些投诉中，存在
一些长期性问题。例如，保险代理人
夸大保险责任或收益、 未明确告知
保险期限和不按期交费的后果、未
充分告知解约损失和满期给付年
限、虚假宣传等。

今年 2 月底，中国人寿前员工
张乃丹实名举报中国人寿嫩江支公
司多项违法违规行为， 揭开了保险
行业内种种销售黑幕及乱象。 据黑
猫投诉平台信息显示， 中国人寿被
大量用户反映存在虚假宣传、 诱导
消费、拒绝理赔等多方面的问题。截
至今年 4 月 30 日， 银保监会累计
对其开出 21 张罚单， 处罚事由多
为销售误导、 给予保险合同以外的
事由。

此外，近些年互联网、大数据等
科技与保险行业的深度融合则改变
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也催生出新
的保险细分领域。 越来越多的年轻
消费者喜欢在线比较、 购买保险产
品，在线进行理赔，从而也孕育了互
联网保险机构、 网络购物运费险等
一系列新的保险细分行业和创新保
险产品。这些新业态、新模式也伴生
一些问题和投诉，例如，在线简单比
价造成的销售误导、 利用网络进行
航延险诈骗等新问题。

投诉量的翻倍增长，让市场看
到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
紧迫性。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样的增速或许也与 2020 年年初
的疫情有关。 去年一季度，新冠疫
情肆虐， 保险签单量大幅下降、外
出活动减少都对保险投诉量产生
影响。 在去年较低的基数下，今年
一季度保险投诉翻倍上升其实在
意料之内。

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倍增
理赔、销售纠纷成重灾区

晨报讯 近日，中国太保旗下中
国太保产险在北京签发“著作保”综
合保障方案，为《奉旨出征》和《见
习千金》 两部影视作品提供集维权
诉讼、被侵权损失和法律服务为一体
的全方位维权保障，这标志着中国太
保产险“著作保”正式落地。

维权过程劳心劳力、 追偿结果
千难万难，这是著作权人长期面临的

两个“老大难”问题。 为了有效帮助
著作权人捍卫合法权益，促进文化产
业健康发展，中国太保产险创新推出
的“著作保”综合保障方案以“保险
+服务”为特点，为著作权人进行维
权以及遭受侵权导致的损失提供保
险保障。 当作品版权遭遇他人的复
制、发行、改编、表演、展出等侵权行
为，著作权人在提出赔偿诉讼过程中

所支付的调查费用、法律费用以及被
侵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由保险
公司承担。在协助著作权人维权的过
程中，保险公司也将推荐经验丰富的
专业律师及相关服务供著作权人选
择，以“保险 +服务”的方式减轻著
作权人在维权精力和资金上的投入，
帮助著作权人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作品创作与运营中，使得著作权保护

再无后顾之忧。
业内专家表示，新修改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将于今年 6月
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保护文学、艺
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
著作权有关的权益。 后续，中国太保
产险将进一步创新打造文化产业保
险产品体系， 不断完善风控机制，为
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太保创新推出“著作保”综合保障方案

晨报讯 近日， 慧择正式公
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业
绩报告。 报告显示，一季度期间，
公司总保费和总营收实现同比
三位数的大幅增长，双双创下新
高。 其中，总保费 13.9 亿元(人民
币,下同)，同比增长 133.1%；总
营 收 7.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95.5%，超预期实现去年四季度
业绩指引。其中，长期险保费占总
保费比例 96.9%， 已经连续 6 季
度占比超过 90%；Non-GAAP
净利润 3874.8 万元， 同比增长
74.5%。

回顾一季度， 在国内疫情影
响改善、保险业“开门红”和重疾
新旧定义切换的推动下， 保险市
场整体保持稳健增长。 据银保监
会数据显示，一季度，保险公司原
保险保费收入 1.8 万亿元， 同比
增长 7.8%，较去年同期增幅提高
5.5%。 慧择的表现也毫不逊色，
总保费、总营收纷纷三位数增长，
为 13.9 亿元、7.3 亿元，同比增长
分别为 133.1%、195.5%。

疫情加速保险行业结构性趋
势的发展，电子商务大行其道。作
为中国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的
引领者，慧择具有先发优势，专注
于寿险及健康险产品， 面向一二
线城市新兴中产阶级， 提供具备
性价比的优质产品及服务。 从整
个一季度看， 慧择的业绩持续保
持稳健增长。 其中，首年保费 8.9
亿元，同比增长 221.7%；续期保
费 5亿元，同比增长 56.9%。长期
险保费占总保费比例由去年的
93.8%，提升至 96.9%。

慧择董事长兼 CEO 马存军
表示，在行业驶入健康发展快车
道的背景下，慧择将持续以用户
为中心，不断打磨内在核心能力
并提升运营效率，为用户提供更
加多元化、 个性化的产品和服
务；同时，我们将积极把握保险
业加快数字化和线上化转型的
机遇，以“数据 + 科技”赋能产
业上下游和保险生态链，输出更
加成熟的保险科技解决方案，力
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增
长。

慧择一季度营收
同比增长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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