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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机票强制搭售意外险、 相同

产品不同平台保费相差悬殊……这

样的乱象终于将画上句号。 银保监

会近日印发《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监

管办法》（下称《办法》），首次对

产寿险公司的意外险业务进行统一

规范， 将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

始实施。

意外险是老百姓面对各类意

外风险时， 不可或缺的产品之一。

但长期以来，由于意外险多是短期

产品，每单保费金额不大，普通消

费者对价格并不敏感，意外险产品

市场定价普遍较高、 赔付率较低，

费率严重偏离了实际风险水平。同

时，保险机构支付给中介机构很高

的佣金，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消费者

的利益。

因此， 除进一步强化意外险精

算监管、规范费率浮动行为外，此次

发布的《办法》还将产品费率与赔

付率等指标挂钩， 以逐步淘汰赔付

率过低、定价明显不合理的产品，完

善意外险产品费率市场化形成机

制。

具体来看，《办法》要求，年度

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连续三年超过

500万元的、 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

的意外险产品， 如过往三年再保后

综合赔付率的平均值低于 50%，保

险公司应及时将费率调整至合理水

平， 并按相关要求重新报送审批或

备案。 此举能够抑制意外险费率过

高和佣金率过高的问题， 有利于规

范意外险市场秩序， 使费率较为真

实地反映风险水平， 有效保护消费

者利益。

监管部门还进一步完善了意

外险定价回溯制度。《办法》要求，

保险公司应于每年年末开展意外

险业务回溯工作，根据实际经营情

况与精算假设之间的偏差程度，采

取费率调整等整改措施，并于次年

3 月底前完成整改。 保险期限一年

及以下的意外险产品，应回溯综合

赔付率、费用率等指标；保险期限

一年以上的意外险产品应回溯发

生率、费用率、投资收益率和退保

率等指标。

与低赔付相伴而生的是高手

续费问题。 长期以来，一些坐拥巨

大流量的互联网平台意外险渠道

费用高企，意外险业务费用畸高问

题备受业内关注。 《办法》剑指手

续费畸高乱象， 划定费率 “天花

板”。

在此次出台的《办法》中，银保

监会也引导险企降低意外险佣金费

用水平。 《办法》提出，保险公司将

意外险产品报送备案的， 除提交相

关申请材料外， 还应另外提供佣金

费用支付相关材料， 说明该产品预

计向保险代理人、 保险经纪人支付

的年度佣金费用率上限， 佣金费用

率上限应根据产品实际情况科学合

理确定。 产品任一渠道的年度佣金

费用率超出规定的平均附加费用率

上限 10 个百分点以上的， 应提供

总经理签署的书面说明材料。 佣金

费用应据实列支， 不得通过信息技

术支持和服务类费用、 账外激励费

用等方式变相突破佣金费用率上

限。

保险专家表示，《办法》统一要

求降低佣金费用水平， 既让险企在

拓展业务时能够避免恶性竞争的压

力， 又能够在险企进行渠道费用谈

判时予以一定支持。 预计意外险的

佣金水平将会下降， 一些市场竞争

费用转入其他形式的费用， 价格下

降，赔付率上升，外部代理和互联网

渠道的业务受到一定冲击， 大公司

的市场份额可能会有所上升， 监管

机构的日常检查和违规处罚力度将

会进一步加强。

意外险在各类消费场景中捆绑

搭售的问题也备受诟病。 对此，《办

法》中明确，保险公司开展意外险

业务时不得存在以下九类行为：直

接或通过保险中介机构、 其他机构

强迫消费者订立保险合同； 在非保

险类商品或服务上向不特定公众捆

绑销售意外险； 通过无合法资质的

机构、 未进行执业登记的个人销售

意外险； 委托保险公司经营区域外

的保险中介机构或个人销售意外

险， 根据相关规定开展的互联网人

身保险业务除外； 夸大保险保障范

围、隐瞒责任免除、虚假宣传等误导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行为； 混淆意

外险与责任险，扰乱市场秩序；通过

保险中介机构为其他机构或者个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 或虚构中介业务

套取资金； 对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

的意外险，距保单到期日前间隔 60

天以上预收下一保单年度保费；向

特定团体成员以外的个人销售团体

意外险。

“负面清单所列举的禁止性行

为都是过去意外险市场上长期存在

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此次在《办法》

中详尽列举并禁止相关行为就是为

了强化对相关不合规行为的禁止和

处罚，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虽

然《办法》中没有违反负面清单禁

止性规定的处罚措施，但是《保险

法》和保险监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

章中都有相关罚则的规定。 ”保险

专家表示。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通过销售行为“负面清单”以及

强化监督问责，搭售和捆绑销售、销

售误导等突出问题将得到有效遏

制， 意外险市场秩序将得到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

据悉，《办法》 将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并对《办法》

发布前已经审批或备案的意外险产

品给予一定的过渡期。 上述负责人

表示，中长期看，《办法》有助于进

一步完善意外险费率市场化形成机

制，规范意外险市场秩序，促进意外

险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剑指赔付率低佣金畸高等乱象

银保监会全面强化意外险监管

晨报讯 近日，山西多地遭遇时

间久、范围广、强度大的降雨天气，

防汛形势严峻。 为了保障当地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太保高

度关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

制,产、寿险山西分公快速队暴雨灾

害的查勘理赔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主动开展多渠道排查客户出险情

况，全省理赔人员全部待岗，查勘定

损、快速理赔、积极救援、爱心奉献

……中国太保勇担社会责任， 共筑

抗击洪灾的坚固堤坝。

面对重大灾情，中国太保产险山

西分公司迅速反应， 多次召开应对

“暴雨”灾害工作部署会议，第一时间

拨付专项救灾经费， 安排运城中支和

吕梁中支前往灾情严重的新绛县、稷

山县和大孝堡镇捐赠一批雨衣、雨靴、

下水裤、头灯、手电筒、食物等紧急救

灾物资，全力支援抗洪救灾工作。

晨报讯 友邦保险 （以下简称

“友邦”） 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社保研究中心、 腾讯新闻发布

《2021 大中城市中产人群养老风

险蓝皮书》， 聚焦国内大中城市养

老现状， 对国民退休及养老生活进

行了全方位风险研判， 深刻洞察国

民养老需求， 为防范养老风险提供

了重要参考。

经过调研，蓝皮书总结了受访者

养老风险隐患与发展机遇并存的现

状： 对老龄化冲击意识有限 未能充

分理解社会化养老方式———受访者

中预期在退休后由子女照护的比例

有 30.8%，选择依靠自己和配偶的有

40.6%。 这说明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

现代社会“养儿防老”的局限性，但

面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冲击，仍未充

分意识到专业化和社会化养老服务

的重要性。 养老财富储备缺口大，养

老资金未有效规划———社保占据养

老金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支柱企业

（职业）年金和三支柱商业保险参与

率均不足 20%，导致养老金的总体替

代率相对较低。 普遍有健康风险意

识， 但有效行动转化不足———90%

以上受访者对于健康保障支出的意

愿强烈， 但个人投保商业健康保险

的比例并不高， 有 53.2%未购买任

何形式的商业健康保险。

防汛救灾中国太保在行动 《大中城市中产人群养老风险蓝皮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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