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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平台：鹰城车市保险

存 款 变 保
单 ，保 险 理 赔
被 打 折 扣 ，被
荐股不涨反被
套 ，遭 遇“ 飞
单”，高收益未
兑 现 ，被“ 跑
路 ”…… 您 是

否有苦难言？找不到可以投诉的地方和维权的渠道？ 如果遇
到这类问题，可向本报反映，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您的财富多加
一份保障。

维权行业：保险、股票、基金、信托

“今天你犹豫一下，本来15天就
可以返还的保险，之后要五年才能返
还。”“快速返还年金、高额返还年金、
附加万能险将成绝唱。赶紧买吧，且
买且珍惜。”“9月30日以后快返型年
金险将退出历史舞台，快搭上最后一
班车”……随着10月1日临近，多种涉
及快速返还和万能险的宣传语在部
分微信群和APP平台上演“最后的疯
狂”。按照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
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
知》（以下称134号文）要求，保险公司
不符合规定的保险产品将在10月1日
前完成自查和整改。其中，叫停快速
返还型保险产品、以附加险形式设计
的万能险或投连险产品的规定，让很
多保险公司不得不进行业务整改。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这波停售的
狂潮中，有一些确实是迎合监管规定
的要求，但134号文件只是说限制原
来的短期业务，还有在预定费率受限
的情况下以万能险变相提高产品收
益率的做法也受到限制，不能简单理
解为十一之后消费者的利益将降
低。此外，对于“停售炒作”的行为，
部分保险专家也给出看法，“炒停”是
一种营销手段，已成为严打对象。

现象：大限前“停售炒作”上演

除了整改大限将至前上述下架停
售炒作外，还有一些传闻的东西也引
起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比如：10月
份之前，吸烟者的投保保费不变，而10
月份之后，吸烟者的投保保费将提高；
10月份之前，甲状腺癌仍在重大疾病
的保障中，而10月份之后，甲状腺癌将
被纳入轻症范围；10月份之后，消费者
的投保数据与社保卡挂钩，如果您的
社保卡曾给他人开药看病，有可能因
高血压等疾病被拒保等。

在众多宣传内容中，所有看起来
都言之凿凿，而他们的宣传依据就
是——134号文。那么，这个134号文
究竟是什么？上述提到的下架停售
和保障范围缩小等情况是否真的存
在呢？所谓的134号文其实就是一个
关于人身险产品设计的新规。发布
于今年5月份，主要为了防止保险产
品快速返还，影响保障功能的发挥，
以及防止理财型保险与保障产品混
淆，出现销售误导。因此，文件内容
针对人身险产品设计进行了详细的
规范，并指明了方向、范围和整改截
止日期，也就是10月1日。

而其中，两项规定最受关注：一

是万能险不能以附加险形式存在；二
是年金险首次生存保险金给付要在
保单生效满5年后，且年均返还金额
不能超过已交保费的20%。这两个
限制意味着以后市场上将买不到快
速返还型年金保险或两全保险，也就
是上述宣传中提到的停售，只是这停
售并不似上述宣传中说的那么严重。

“停售部分产品确实是监管规定
的要求，但只是说原来的短期业务受
限，在预定费率受限的情况下以万能
险变相提高产品收益率的做法受到
限制。不能简单理解为十一之后消
费者的利益将降低。事实上，多发展
长期的、保障性更强的产品更有利于
提升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
表示。

业内：若发现将重处

今年 3月 6日保监会紧急发布
《关于炒停“返还型健康险”的消费提
示》提出，保险公司不得借用自查整
改时机，虚假宣传，采取产品“炒停”
等营销策略违规开展保险业务，违背
保险最大诚实信用原则。保监会一
旦发现保险公司存在产品“炒停”等

违规行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
追究保险公司和有关人员责任。

有着这次的前车之鉴，保监会对
于10月1日即将来临的险企大面积产
品下架，也打出了“预防针”。5月19
日，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
身保险公司销售管理工作的通知》指
出，对捏造散布虚假信息“炒停”等违
规销售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速进行处
罚。并明确提出，若人身保险公司存
在“以保险产品即将停售为由进行宣
传销售”等行为的，各保监局应当依
法进行行政处罚，情况严重的，依法
责令省级分公司停止接受新业务3
个月至12个月。若有两家以上省级
分公司被保监局责令停止接受新业
务，总公司负有直接责任的，保监会
将依法责令总公司停止接受新业务3
个月至12个月。

在此前的文件中，保监会明确表
示，保险公司不得借用自查整改时
机，虚假宣传，采取产品“炒停”等营
销策略违规开展保险业务，违背保险
最大诚实信用原则。保监会一旦发
现保险公司存在产品“炒停”等违规
行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
保险公司和有关人员责任。 （袁园）

保监会发文，不合规定保险产品大限将至：

部分险企借“停”炒作 9月 20日，位于北京的中
国人寿科技园主体工程落成。
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杨明生为
科技园揭牌并宣布主体工程正
式落成。

中国人寿科技园位于北京
市海淀区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
园内，是中国人寿“两地三中
心”IT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重要
一环，项目总用地面积235亩，
建筑面积约41万平方米，一期
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园
区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越，位
于燕山脚下、稻香湖畔。机房
面积达5万平方米，按照国际
最高标准设计和建设，获得美
国 UPTIME 颁发的 T4 认证证
书，是我国第一个获得T4认证
的地下机房，也是我国最大的
获得T4认证的数据中心机房，
绿色节能按照LEED铂金认证
标准设计、建筑工程在鲁班奖
评选中被评为A类工程，是国
际先进、国内一流、智能高效的
科技园区。

中国人寿科技园不仅将承
担中国人寿研发中心、双活运
行中心、创新中心和培训中心

四大重要职能，还将面向社会
各界和同业机构提供科技云服
务，努力打造开放领先的金融
科技创新云基地。

杨明生董事长强调，中国
人寿科技园的建成是中国人寿
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也是中国人寿创新发展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公司未来
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科技园
的建成标志着中国人寿科技水
平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两
地三中心建设胜利完成，并连
成一片，“一个中心、一个网络、
一网打尽、一网无前”的集团化
IT建设目标初步完成；标志着
中国人寿的创新能力得到了一
次质的飞跃，中国人寿科技园
将成为中国人寿未来最重要的
创新基地，将源源不断地诞生
经营、服务、管理等方方面面
的创新成果，为公司创新变革
注入不竭动力；标志着中国人
寿战略转型完成了跨越性的
关键一步，加速推进中国人寿
从人力驱动和资本驱动型公
司向科技驱动型公司的战略转
变。 （孙涛 牛哲）

科技水平迈上全新台阶

中国人寿科技园主体工程落成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中
原证券平顶山分公司获悉，近
期将陆续展示中原证券“赢在
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的选
手情况。本次竞技大赛分为

“5-50万元”和“50万元以上”
两个组，每期各展示3名选手
情况。

参赛组别：5-50万元
选手昵称：xia666
总收益率：211.34%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
持仓股票：
方大炭素 68000股
宝泰隆 6000股
选手昵称：wangzj
总收益率：210.56%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
持 仓 股 票 ：秦 港 股 份

1000股
选手昵称：马文杰
总收益率：2201.1%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
持仓股票：
太平洋 3395股
津滨发展 1600股
美克家居 1000股
创意信息 2200股
丰华股份 500股
银都股份 1000股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杜杜
总收益率：307.48%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
持仓股票：

科大讯飞 13900股
金石资源 23000股
中孚实业 42700股
选手昵称：伟大
总收益率：142.34%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
持仓股票：
均胜电子 146662股
中鼎股份 59800股
建研院 1000股
深天马A 13000股
天目申购 1000股
选手昵称：wangqin
总收益率：139.1%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
持仓股票：
天能动力 2000股
中国忠旺 3200股
绿城中国 8900股
复星国际 12000股
融创中国 60000股
投资者可通过中原证券

网（www.ccnew.com）大 赛 专
区、财富中原微服务微信平台
（微信号：ccsccfzy）直接报名
参赛，并可查询赛况、关注选
手了解高手操作思路、定制参
赛高手的实时操盘信息等。
大赛热线电话中原证券平顶
山分公司0375-4851999。

（贺凯歌 牛哲）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不

作为操作依据。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赢在中原”理财大赛选手展示

近日，市民王先生开车途中遭
遇了一件窝心事，但事后通过太平
洋财险微信自助理赔，赔偿款迅速
到账，这样免等待、易操作、快赔付
的服务让王先生感到特别意外。据
悉，微信自助查勘功能是太平洋财
险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举措，方便
客户享受最便捷的理赔服务。快
捷、方便、简单、透明是太平洋产险
自主查勘服务的最主要特点。

事后笔者了解到，9 月 20 日中
午，在建设路东段工作的市民王先
生下班接孩子途中遭遇倒车失误车
门被剐蹭。因为当初王先生在太平
洋财险投保时，在业务人员的指导
下安装了“太平洋保险 ”的客户端并
注册了会员，随即他便尝试通过微
信自助查勘进行操作，“因为我剐蹭
的地方离市区有些远，如果等查勘
员来至少需要1个小时，我着急接孩
子，而且当时车辆损伤也不大，当时
我就是想着尝试一下微信自助查勘
功能，没想到真的可以，而且特别方

便、快捷。”王先生说他随后按照微
信自助理赔的操作步骤拍完照片，
太平洋财险的工作人员便告知他理
赔金额，“我当时操作完就直接开车
走了，这还没过20分钟，就收到了赔
偿款到账的短信。自助理赔新技
能，真是太方便了。”王先生感慨地
说。

据了解，车主在出险后，只要拨
打太平洋财险全国统一报案热线
95500客服电话，同意使用手机微信
自主查勘服务，即可尝试进行自行
操作。微信自助查勘过程简单，客
户只要关注“太平洋产险”公众号，
在屏幕正下方点击“享服务”-“报案
理赔”-“在线报案”，就可在事故现
场根据手机提示自行完成报案、拍
照、上传照片等步骤。届时会有太
平洋财险后台核损人员与车主联
系，并指导车主如何进行手机操作，
免去客户等待查勘员到达现场以及
后台核损的时间，如果车主损失较
小且资料齐全，无需递交材料即可

现场拍照处理完毕，快速完成定损
工作并收到赔偿款。

微信报案、查勘及理赔是太平
洋财险推出“太好赔”优质服务举措
之一，该服务大大节省了车主在现
场等待查勘的时间，让车险理赔速
度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简称太平
洋财险平顶山中心支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微信自助理赔适用于白天
（含上下班时段）的轻微道路事故。
如果事故复杂或损失金额过大，建议
车主拨打热线“95500”，太平洋财险
的查勘员将及时和出险客户联系。

“客户的肯定是我们不断努力
的动力。”太平洋财险平顶山中心支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关注客户体验，持续采用先进科
技、优秀人才以及领先的技术平台，
不断升级服务标准，为广大车主提
供最专业、最便捷和最周到的服
务。 （牛哲 张杨）

太平洋财险

“微信自助理赔”比想象更轻松
当场结案赔款直接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