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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泰保险创新推出
“鼎福一生”综合保障计划
当前，
“ 财富保障”、
“ 财富传承”已成为越来越多高净值
客户的首要财富目标。伴随着资产配置意识的增强，保险在
中高端客户资产配置中的占比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信泰保险近日推出了“信泰鼎福一生”综合保障计划，在
专注资产保障与传承的同时，兼具复利增额和高身价保障的
双重优势，并创新提供了保险金信托增值服务（由专业合作
方提供），为中高端客户“财富保障”和“财富传承”的双重关
切呈上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信泰鼎福一生”综合保障计划紧扣保险行业“回归保
障”的核心要义，同时以复利形式为客户提供长至终身的、稳
健的增值回报。在“复利”模式下，保单持有的时间越长，保
额每年的增幅越大。
“信泰鼎福一生”综合保障计划从产品形态的设计上，引
导客户长期持有直至终身，同时搭配了保险金信托的增值服
务，让每一位人生赢家的财富荣耀，能够以安稳可靠的方式，
福泽后世、关爱永恒。信泰保险将与专业信托服务机构合
作，协助客户更全面、更个性化、更安全地完成财富安排的心
愿。

人生中有太多的始料未及，
“信泰鼎福一生”综合保障计
划为客户可提供直至终身的高身价保障。无论是出国求学、
儿女婚嫁、孩子创业，或者是自身的养老、就医、甚至环游世
界，客户均可借助便捷的保单保全服务，合理安排资金，从容
应对各类情况。
在同等身价保额水平下，客户可自行设定主险和附加险
的保额比例。如更多地配置主险，客户可以更好地累积增值
传承财富；而更多地配置附加险，则可以在节约保费支出的
情况下，保持较高的保障水平。更灵活的是，客户甚至可根
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先投保主险，待日后追加附加险，节奏完
全由客户掌握，
自在自如。
“信泰鼎福一生”综合保障计划由主险《信泰鼎福一生终
身寿险》和附加险《信泰附加臻爱定期寿险》组合构成。值得
一提的是，其中的附加险费率设定也是诚意满满，为中高端
客户强化保障提供了较高性价比的方案。以 20 岁女性，交
20 年保费，保障 20 年为例，100 万元的保障，每年仅需交 290
元，
其保障相对年交保费放大超过 3000 倍！
（沈敏）

阳光人寿泰州中支快速完成理赔获赞
近日，阳光人寿泰州中心支公司收到了客户表示感谢
的烫金锦旗。
2015 年 7 月 10 日，朱女士为自己投保了《阳光人寿孝
顺保恶性肿瘤疾病保险》。2018 年 3 月 8 日，朱女士被确诊
罹患直肠癌。接到消息后，阳光人寿泰州中心支公司的业
务员郭桂华当天就买了水果去看望客户，并代表公司关心
慰问。期间，郭桂华还帮她整理了保险合同，协助她收集好
了理赔材料。4 月 13 日，经审核，阳光人寿支付朱女士理赔
金 10 万元。
阳光人寿泰州中支高效、真诚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
可和信赖。4 月 20 日，客户的儿子朱先生将烫着“阳光人寿
保险快速理赔，十万理赔雪中送炭”金字的锦旗和水果送到
公司，表示感谢。朱先生表示，阳光人寿的快速理赔，给他
的母亲及家人带来了及时治疗费用，多次激动地说：
“阳光
理赔太快了，理赔款项的迅速到位也正好解决了母亲治疗
的费用问题，
阳光很给力，
阳光的员工服务也很棒。
”
（张鸣）

中国人寿泰州分公司邀客户
观看纪录片《川流不息》
5 月 12 日下午，纪录电影《川流不息》在泰州万达影院举
行首映，
中国人寿泰州分公司与国寿财险联动，邀请销售精英
与客户近 160 人参加了活动。
2008 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人寿第一时间捐款
1600 万元支援抗震救灾，并在震后第二天宣布开始全面助养
地震孤儿，直至他们年满 18 岁，而其中最小的孤儿当时仅三
个月大。随后，中国人寿前瞻性地决定资助国内著名摄影家、
导演焦波长期持续拍摄记录地震孤儿们灾后“重生”的历程，

以向全社会展示公益的力量和唤起共鸣、传递爱心，
这才有机
会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为公众奉上这部跨度长达十年的珍
贵纪录电影——《川流不息》。据介绍，影片中的“川”暗喻着
四川、汶川、北川，
更有水流、河流之意，
“川流不息”
寓意了
“涓
滴爱意，
百川归海”，
代表了大爱的蓬勃汇聚和生生不息，希望
在中国人寿以及全国各界的大爱护佑之下，作为祖国的未来，
孩子们能够勇敢前行。
（蔡俊雯）

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新规今年 7 月起实施
5 月 10 日，银保监会下发《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下称《办法》
）。相较于 2010 年的版本，
《办法》要求保险公司
披露的内容更加丰富，涵盖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和时间、管
理及法律责任等。新《办法》于今年 7 月起正式实施。
具体来看，在保险公司披露的公司治理概要中，
《办法》要
求新增“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同
时，披露的近 3 年股东大会（股东会）主要决议等信息，要详细
到
“至少包括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出席情况、主要议题以及
表决情况”等。
此外，在保险公司应披露的风险管理状况信息“风险评
估”这一项内容上，在保险、市场、信用和操作等主要风险的基
础上，新版《办法》新增了对战略、声誉、流动性等风险的说明
要求。
除要求保险公司披露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状况、重大关联
交易等信息之外，
《办法》还要求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中应加入

“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上一年度保险
责任准备金信息，包括准备金评估方面的定性信息和定量信
息。保险公司应按照准备金的类别提供未来现金流假设、
主要
精算假设方法及其结果等说明，
同时应按照准备金的类别列示
准备金评估结果以及与前一年度评估结果的对比分析。
“让保险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化及阳光化，保障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保险业健康
发展，增加保险行业的整体公信力，
也有助于保险公司治理能
力的提升。
”业内人士分析道。
《办法》规定，
如保险公司被发现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编
制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文件、资料，
拒绝或者妨碍依法
监督检查等情况，监管部门将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罚。
保险公司如违反规定的，
除按照规定对该公司给予处罚外，
还
对其直接负责信息披露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罚。
（中国保险报网）

泰康养老携手微保推出
创新型住院医疗保险
4 月 12 日，泰康养老沈阳地区医保个人账户医疗险产品
低调登录腾讯微保平台。据了解，该产品已在线下进行了尝
试性推广，市场反响热烈。泰康养老携手腾讯微保后，沈阳
市城镇职工通过微信保险服务功能，便可用医保个账资金购
买，极大便利了购买流程。
人社部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积累已达 5200 亿元。为了更好地利用医保个人
账户资金，目前全国已有 10 多个省、几十个地市相继出台医
保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商业保险的鼓励政策，辽宁沈阳即是其
中之一。2018 年初，泰康养老在沈阳推出创新型保险产品“e
保有约”。该产品不仅可以使用医保个账余额购买，还具有
零免赔、免健康告知等多项创新服务。在登录微保平台后，
“e 保有约”将通过微信保险服务，逐步向沈阳市城镇职工及
未成年子女开放，让更多的沈阳市民享受到便捷实惠的健康
保障。
据了解，
“e 保有约”在产品设计上凸显惠民特点，最低百
余元保费就可撬动每年最高达 200 万元的住院医疗保障。此
外，产品突破医保报销目录，凡在指定医院发生合理的住院
费用，经医保报销后均可直接按 50%比例进行再次报销。同
时，一旦投保即承诺续保至 99 岁。
“e 保有约”还创新通过商
业保险与社保的无缝对接，实现了线上自动投保，成为市场
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免健康告知的住院医疗保险产品。
理赔方面，客户若在投保时完善个人相关信息，理赔时便无
需提交理赔材料，
实现快速理赔。
值得一提的是，
“e 保有约”已经是泰康养老在沈阳推出
的第二款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购买的保险产品。2017
年，
“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率先与医保个人账户
对接，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除沈阳外，泰康养老还参与
了扬州、重庆、中山、义乌、南通、济宁等地的医保个人账户活
化购买商业保险。

太平人寿推出
“太平福禄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近日，太平人寿推出“太平福禄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
险”。该产品是太平人寿在重大疾病险产品设计领域的又一
次创新，在承保 100 种重疾的基础上，额外对轻症的保障范
围、理赔次数、豁免条件等进行了全面扩展，对于希望通过一
份保险产品解决重疾和轻症多方面保障需求的消费者而言，
是一个省心又周到的选择。
“轻症保障数量扩充至 50 种”是“福禄康瑞”的一大突
破。这 50 种轻症涵盖恶性肿瘤原位癌、急性心肌梗塞、脑中
风后遗症等常见病症，且其中任意一种轻症赔付后均不影响
重大疾病给付，有效避免了客户在罹患轻症后，无法投保重疾
险或者需要大幅加费的情况。
在轻症保障数量多的基础上，
“福禄康瑞”
更是突破理赔次
数，
将轻症理赔次数突破至 5 次。该产品加入了不同的特定疾
病多次赔付的设计，即将轻症赔付次数提升至 5 次，每次赔付
总保额的 20%，
最高可累计赔付保额的 100%。此外，
“福禄康
瑞”还突破了轻症多次理赔之间的时间限制。目前，大多数重
疾险产品多次赔付时，都有间隔期要求，即客户申请前一次理
赔之后，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可以申请下一次的理赔。而
现在，
客户无需等待，
即可
“无缝连接”
，
申请多次理赔。
不仅如此，但凡在交费期内，购买了
“福禄康瑞”产品的客
户如果不幸罹患轻症疾病且符合轻症保险金给付条件，
无需额
外缴费，
公司即可豁免其余下所有保费，
而保障责任继续有效。
据太平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相比较同类重疾产品，
“福
禄康瑞”不仅功能更全，最难能可贵的是费率上的突破，客户
可以用更低的费率享受更多的保障。同时，该产品还具有将
部分现金价值或者理赔金转换成年金的功能，以及单独核保
功能。
（吴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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