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托产品热度高 高端客户成主流
!!!!!!

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飞速发展之后 !

!"#$

年信托业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

与往年相比! 客户投资信托理财产品的热

情持续高涨! 信托产品热度依然居高不下"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

截至今年
%

月末! 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

规模达到
#!&$'

万亿元! 比去年底的
#(&)#

万亿增长
#$*

! 其中来源于普通合格投资

者 #非金融机构和个人$ 的投资
+&',

万亿

元! 占比
+"&',*

% 大部分个人投资者单笔

认购金额都在
+""

万元以上! 信托客户的

高端化已初步显现"

为什么信托客户的高端化日趋明显 &

记者为此特意咨询了中原信托的专业人士%

据中原信托财富管理中心市场四部经理朱

夙哲介绍说' (客户结构日益高端化主要

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政策导向方面! 银

监会
!""-

年出台信托业 )新两规* 初步明

确了信托客户高端化的定位! 而
!".$

年
$

月发布的 )

))

* 号文件进一步定位信托公

司是为高端客户提供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

的信托机构+ 其次市场需求方面! 经济环

境等多方面因素使得信托公司拥有庞大的

潜在高净值客户群" 当前股市操作难度较

大! 客户可投资渠道较少! 导致不少个人

投资者将资金转向信托等安全边际较高的

领域! 以求资产的保值增值, 而随着我国

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 拥有大量储蓄的中

老年人! 具有家族资产传承需求的民营企

业家的资产管理需求日趋旺盛! 他们也纷

纷选择信托作为重要的金融投资工具%*

据了解! 中原信托正在按照 )稳增长-

促转型 - 强营销 - 控风险 * 的战略思路 !

持续推进业务转型发展! 加大创新研发力

度! 不断丰富业务及产品体系! 以满足高

端客户的多元化金融理财需求" !中原"

展示实力和形象的舞台
联系群众和客户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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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与健康知识
猝死属于意外伤害保险赔付范围吗#

答$.猝死*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过劳猝死-运动猝死的事件常见诸报端!很多

名人或明星亦未能幸免%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

急性症状发生后
%

小时内死亡者为猝死% 其

特点'

.

死亡急骤!

!

死亡出人意料!

+

自然死

亡或非暴力死亡% 猝死的病因主要是心脏病-

哮喘-脑出血-肺栓塞等%

保险公司对于猝死是怎样认定的呢#

多数人理解的 .意外 *是新华字典的定

义 !即意料之外 -想不到的事 !多指不幸的

事!比如老人.猝死 *商场 !肯定是很 .意外 *

的 ! 由此很多客户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意外

险 ! 因为猝死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 .很意

外*!不过事实上!要通过意外险对猝死理赔

是行不通的%

猝死又称突然死亡!系临床综合症% 在法

医病理学中是指外观健康而无明显症状的!

由于潜在的疾病或者机能障碍! 在开始感觉

不适后短时间内发生死亡% 由此可见!猝死多

因体内潜在的进行性.疾病*在某种因素的作

用下突然发生而造成外观健康的人非暴力-

非外伤性死亡% 而意外险对意外伤害的定义

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

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并以此客观事

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

伤害或者身故% 显然猝死不符合意外伤害中

.外来的!非疾病的*要求!故不在意外伤害保

险的保险责任范围%

死亡原因无外乎两种' 即疾病 /正常死

亡$或意外/非正常死亡$% 由于猝死属疾病身

故范畴!故两全保险-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等

均含有疾病身故保险责任的险种! 可获得赔

付%

案例' 王先生!

.)'!

年出生!

@A

工作者"

!".!

年
-

月在我保险公司投保 #福如东海终

身寿险$一份!初始保额
!"

万元!同时附加意

外伤害保险一份!保额
."

万元% 今年
,

月!王

先生在单位加班时被人发现昏迷! 送医院急

救途中不治身亡!医学死亡推断心源性猝死"

保险公司按照疾病身故出险进行处理! 在
."

日内向他的受益人给付
!"

万元的身故主险

保险金"

什么是%附加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答$指附加于含有死亡和/或$高度残疾

责任的主险合同! 与主险共用保险总金额的

附加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如果被保险人罹患

保单所列重大疾病! 保险人可以按照死亡保

额一定比例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用于

医疗或手术费用等开支! 身故时由受益人领

取剩余部分的死亡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没

有发生重大疾病! 则全部保险金作为死亡保

障!由受益人领取%

附加提前给付重大疾病的.提前*是相对

于主险死亡和/或$高度残疾责任而言!而不

是重大疾病责任! 所以并不是说没有达到或

者将要达到某一个重大疾病时!.提前* 支付

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

按照重大疾病条款!/重大疾病保险支付

的前提必须满足达到合同中约定的
.

$! 确诊

为某种疾病/如恶性肿瘤$-或
!

$!实施了某种

手术/如心脏瓣膜手术$-或
+

$!疾病状态/如

严重
!

度烧伤$%

如果患主动脉瘤还未实施手术是否能赔

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答$根据合同的约定!暂时不能理赔% 行

业的重大疾病保险条款有主动脉瘤手术这一

项! 条款中是约定了要做开胸手术才符合给

付保险金的条件! 按契约理赔是有法律效力

的%

对于某一客户而言! 如果真急需要这笔

保险金做为救治的手术费! 保险公司可以主

动做更多的前置理赔服务% 经核实!如果认定

没有逆选择风险- 已经确定要做开胸的手术

去切除主动脉瘤! 保险公司可提供人性化服

务!主动提供预付保险金%

(

新华
)

华夏保险周口中支
重阳客服节关爱!空巢老人"

!!!!!!)

月
!+

日! 华夏人寿金秋客服节盛大开

幕% 周口中支总经理杨文专门召开金秋客服

节推动工作!要求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全力

以赴提升华夏客户满意度- 品牌影响力和公

司知名度% 周口中支各支公司积极响应!紧跟

总-分公司步伐!组织慰问.空巢老人*和抗战

老人!使公司.品牌与慈善相结合的战略*得

到扎实推进%

."

月
'

日 ! 在支公司总经理杨文的督

导下 ! 在运营部临时负责人姚鹏飞的带领

下 !由机构内勤 -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慰问

团队 !前往 .夕阳红 *敬老院慰问王荣 -谢雷

明 -张学彦 -高铁柱 -赵福安
,

位老人 !他们

有的身体残疾 -有的精神智障 -有的身患重

疾!生活极其艰难窘迫% 爱心团队为老人们

送去了米 -面 -油 -牛奶等生活用品 !老人们

收到 .华夏爱心团队 *的慰问品后激动得热

泪盈眶 % 此次活动同时受到了当地民政部

门-敬老院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工作者的大

力支持0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赵福安老人今年
-!

岁!家中极度贫寒!且子女常年在外地打工!

无人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子女只有过年的

时候才来敬老院看望老人一次!目前老人患

有严重的偏瘫 !已经不能正常活动 !生活不

能自理% 老人看到华夏人寿的爱心团队时!

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此次慰问活动在该地区

颇受影响!使华夏形象更好地树立在群众心

中%

!华夏"

生命人寿周口中支开展反洗钱宣传月活动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下发的

1关于开展
!".$

年河南省反洗钱宣传活动的

通知2! 生命人寿周口中支于
)

月
.

月至
+"

日开展了一系列反洗钱工作宣传+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统一为各个县区订购了由中国人行银行会同

中国金融出版社设计制作的1预防洗钱 维护

金融安全2系列宣传手册和折页!指导各县区

营业网点在显著位置摆放! 并耐心做好客户

咨询和宣传工作! 并通过宣传展板开办宣传

专栏!深入普及反洗钱知识+ 在宣传月期间!

统一悬挂契合本次宣传月活动主题的 )防范

洗钱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宣传标语条幅!营

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组织公司内部员工多

次进行了反洗钱知识培训! 并积极开展学习

了1李东荣副行长在
!".$

年反洗钱形式通报

会上的讲话2+ 全体员工反洗钱情绪高涨!将

学习内容落实到工作实处!培训后!组织全体

工作人员进行反洗钱测试! 总结工作中的不

足并积极改进+

生命人寿周口中支通过本次反洗钱宣传

月活动的开展和宣传! 向公司内部员工及社

会公众提示了洗钱与恐怖融资对社会和人身

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普及了反洗钱知识!特

别是新颁布的 1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

办法2的内容!警惕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风险!

提高社会公众反洗钱与反恐意识+

(

生命人寿
*

保险动态

保监部门开始修改#保险法$

力争年底前开征意见
!!!!!!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保险业改革创

新-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相关指示!保监

部门将启动1保险法2修改!力争年底前开征

意见+

此次修改1保险法2的一个背景是'新一

届政府把保险业提到了国家现代经济的重要

产业和风险管理基本手段的高度! 但保险业

发展现状尚未完全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修

改1保险法2!完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

多个层面着手+

近期保监部门召开了有关1保险法2修改

工作的闭门会议+ 从上述会议上传递出来的

信息显示!本次1保险法2修改的基本思路是'

对1保险法2不作全面修改!而是对1保险法2

中的保险业法所涉及的经营规则-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重点修改!

完善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 加大对保险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监管措施+

此外!凡能由市场决定的!通过修改1保

险法2完善市场运行规则!激活市场在资产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释放市场活力+ 凡是该由

行政监管的!通过修改1保险法2做到实施监

管有依据- 监管处置有手段- 从严监管有力

度+

!第一财经"

保监会间接监管规范
保险企业非保险子公司五类行为

对于保险公司所属非保险子公司的监管

办法近日出台! 其中重点规范保险公司投资

和管理非保险子公司的五类行为' 一是投资

设立非保险子公司, 二是对非保险子公司的

管控,三是与非保险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

四是向非保险子公司的外包, 五是与非保险

子公司的防火墙建设+

保监会发布的 1保险公司所属非保险子

公司管理暂行办法2

B

下称1办法2

C

中明确!相

关措施防范风险向保险业传递! 维护行业安

全稳定!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 对于保险

公司所属非保险子公司的管理! 保监会采取

间接监管模式! 通过依法对保险公司采取监

管措施并获取相关信息! 加强与其他金融监

管机构信息共享等! 全面监测保险公司所属

非保险子公司的风险+

据了解!1办法2 所称保险公司所属非保

险子公司! 是指保险公司对其实施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不属于保险类企业的境内外公司+

主要包括四类'一是银行-证券和信托等其他

金融机构, 二是承担保险公司部分职能的共

享服务类公司, 三是投资保险业上下游产业

链形成的关联产业公司, 四是其他无业务相

关性的公司+

监管方面!1办法2 还规定了保险公司进

入非保险业务领域应当履行的程序和应当满

足的条件! 明确了保险公司退出非保险业务

领域的具体情形! 建立了保险公司报送非保

险子公司信息的统一报告机制+ 通过上述监

管要求! 不断健全对非保险子公司的风险监

测机制! 力争实现对保险公司风险的全面覆

盖+

!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