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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在售产品发行情况请详询各银行网点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由于监管层要求 1 月 1 日起不合乎规范的互联网保险

产品下架，因此，可能细心人会发现，打开原来热闹非凡的互

联网保险平台，大量产品已经不见了。 那么，是不是如传言所

说，互联网保险以后就没有了呢？ 其实不然，记者发现，一些

曾经火爆一时的网红产品的确是不再销售了，目前仍有不少

产品可以在网上购买到，只是数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根据行业规范要求

部分产品下架

2022年 1月 1 日，《关于进一步

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

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实施。 该文

件对保险公司经营的互联网人身保

险业务提出经营要求， 互联网人身

保险产品范围限于意外险、 健康险

（除护理险）、定期寿险、保险期间

十年以上的普通型人寿保险（除定

期寿险）和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

通型年金保险， 以及银保监会规定

的其他人身保险产品。 不符合通知

要求的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不得上

线经营， 不得通过互联网公开展示

产品投保链接或直接指向其投保链

接。不满足相关条件的，不得开展互

联网人身保险业务。 对已经开展互

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的， 银保监会给

予过渡期：在充分评估、做好预案的

前提下， 相关保险公司推进存量互

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整改。

保险公司在互联网渠道中的销

售应满足相应要求， 即连续四个季

度 综 合 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达 到

120%，核心偿付能力不低于 75%；

连续四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类

及以上； 连续四个季度责任准备金

覆盖率高于 100%； 公司治理评估

为 C级（合格）及以上，还有银保监

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产品类型也将

限定在意外险、 健康险 （除护理

险）、定期寿险等险种。

而如果险企想要申请审批或使

用新备案十年期以上的普通人寿保

险（除定期寿险）和普通型年金保

险，则需要满足更为严格的审核：连

续四个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

150% 、 核 心 偿 付 能 力 不 低 于

100%；连续四个季度偿付能力溢额

超过 30亿元，风险综合评级也要在

连续四个季度或两年内六个季度达

到 A类以上。同时还要求，上年度未

因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受到重大行

政处罚，公司治理评估为 B 级（良

好）及以上。

可见， 监管层对于经营网销产

品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 在此背景

下， 不少中小保险公司纷纷发出公

告， 声称从 1 月 1 日起暂停互联网

保险业务。 记者打开了网红产品

“大户”———复星联合的官网，该公

司公告停止在互联网销售 56 款产

品，包含重疾、意外伤害、医疗险、团

体建筑工程险等多类险种。 据不完

全统计，有 20 余家保险公司发布公

告，暂停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除此以外， 一些网络保险经纪

平台也受到了很大冲击。 记者发现

某家销售数十种各类互联网产品的

经纪平台， 下架了几乎全部网销产

品，只剩下两款人寿险。另外一家经

营多年的经纪网站， 也下架了不少

重疾产品，仅留下三款，比以往少了

很多。

记者查询了一下， 近几年十分

走红的“超级玛丽 5 号” 、“妈咪宝

贝新生班” 等网红重疾险全部被下

架， 一些中小保险公司的不少年金

险也同样如此。

现存网上产品

仍可满足基础需求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拿起

手机就能买一份保险已经成为很多

人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拥有保险意识， 中小型保险企业也

趁机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 没有线

下渠道的成本压力， 互联网平台成

为中小险企的“超车弯道” 提供条

件， 互联网保险产品的成本也一降

再降，跑马圈地的阶段，盈利不再是

唯一标准。

中小险企在产品收益、 价格等

方面做出较为激进的设计。 保费越

定越低，保额越拉越高，保险产品的

种类和内容要素相差无几， 长篇大

论的产品介绍， 不如低投入高回报

的具体数字更令消费者心动， 中小

险企在“高性价比” 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记者曾经测算过， 以同样保

额、保险期限、缴费年限为同一位投

保人计算保费， 中小险企重疾险的

保费可以比线下大型保险公司便宜

30%左右，甚至有些产品还会更低。

不过，在这几年急速发展的背景下，

由于部分保险机构违规经营、 不当

创新，互联网渠道投诉激增、竞争无

序，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因此这也

成为监管层下定决心整顿网络保险

的重要原因， 本次监管红线涉及到

的保险公司基本为中小险企， 分支

机构也比较少。

但是， 下架部分产品不意味着

完全买不到保险产品。 记者查看了

多家保险经纪网站发现，意外险、医

疗险、定期寿险、家财险等保险还是

可以轻松买到，并且都标注有“互

联网专属” 的字样，带有投资性质

的部分年金保险不太容易找到了。

而客户群体更加庞大的支付宝等平

台上，产品还是不少。点击支付宝的

“蚂蚁保” 频道，依旧可以看到医疗

险、意外险、防癌险、重疾险等产品，

一些较大规模保险公司的年金险也

依然可以投保。 还是可以满足人们

最基础的保障需求。

另外，虽然有些产品下架了，但

是最近也有一些符合监管要求的新

产品也上线了， 还有些产品在等待

审批。比如网红“达尔文” 系列重疾

险，近期上线了 6 号产品。 因此，热

衷购买网络保险的产品， 并不需要

担心以后就买不到了。 业界预计中

小险企将从加大意外险、 健康险

（除护理险）、定期寿险等不受“高

阶要求” 约束的风险保障类业务的

布局，探索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充

分发挥互联网渠道在上述业务的优

势； 加快分支机构申请和合作网点

布局； 补充资本金以满足监管的

“高阶要求” ，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

不设分支机构开展互联网人身保险

业务。 可见， 如果能够满足监管要

求， 中小险企还是可以重新销售互

联网产品的。

黎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贵州分

公司经纪人熊玲说， 规范互联网保

险对整个行业来说是有长远益处

的，也更加能保护消费者利益。人们

主要通过代理人、自己买、经纪人三

种渠道购买保险， 其中第二个渠道

基本也就是从网上了解后直接买

了，不论哪一种渠道，都没有绝对的

好与不好， 无论是线上产品还是线

下产品，也是各有各的好。最关键的

是， 消费者能不能做到不同产品的

对比， 如果能够做到 5 家以上的同

类型对比，那是最好不过，可以让自

己选到更适合的保障责任、预算、经

济承受力的产品。 如果消费者不具

备自己看条款的精力， 可以借助专

业人士比如经纪人、代理人，帮自己

挑选到合适的产品， 而且服务也会

更省心一些， 线上产品的服务可能

需要自己多费心，这也是一个区别，

具体怎么选择， 还是要根据自身情

况去判断。

互联网保险少量售卖

专家：充分对比，仍能选出优质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