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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保险监管委 员会吴定宙主席、魏迎 宁

剐主席一行与江西保险界领导亲切合 彤

(范式诨 掇 影)

猡

▲2月 26日 ,由 江面省 保 险 行业 协 会 主办 的

江西保险行业
Ⅱ
星 光行动

”
大型保险 咨询 会正

式启 动 ,此 次活动 旨在 扩 大保 险 公 司彤响 ,提 升

保险行业美誉皮 。 太保 寿险 江 西分公 司积极参

与 此 项 活动 ,空 扬公 司形 象,获 碍 了广 泛好 评 。

困为公 司形 象展 示淬前 ,公 司专业人 员为客户耐
心 讲 碍 保 险知 识 。 (表 炳坤  摄 影 )

▲ 江 西保 监局 吴勉 坚局 长 陪 同吴 定

富主席
一行莅 临上饶 枧 寨

(范式诨 摄 影)

▲平安人寿江西分公司举行

江西安全知识竞赛抽奖仪式。

“
少 儿平安 行 动

(汪 宏宇 摄影)

▲ 2006版 《中国保险年奎》

在南昌市青山湖五湖大酒店 召

组 稿 工 作 会议 日前

开 。 (郑 嘉龙  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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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 ∷ 现 八个目,标,重,奴挢好七项工作。  ∶

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科学发展观   吴 定富在崽结了茄Os车 保险业基本

的精神实质,就是又快又好池发展。他强 情 况后指出:要认清形势,钸ˉ思想,又快

调又快又好地做大做强保险业。|    又 好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他提出⒛“

吴定富说,科学判断形势,历来是我 年 保险工作的八个目标,业 务较悚增长,

们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十六 结 构科学协拥,效粪稳步提高,竞争枧范

届五 中全会站在历 史的高度 ,从 战略全  有 序 ,风险有效控+ll,诚 信∷宴著改善 ,管控

局 出发 ,提 出了《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  不 断增强 ,队伍 坚强有力。 ∷    ∷

会发展第十一个工年计划的建议》,描绘   为 实现上谁目标,⒛Q-年 中国保险

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个五年经济社会发 业 要重,点抓好七项△作:∷  ∷

展的宏伟蓝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   一 是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

⒛06年 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两 新 发展;          ∷

次会议主题:都 是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   二 是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为发展增添

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 经济 新 活力;∵

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三是大力加强薄弱环节,促进协调发

的轨道:        ∷   Ⅱ    展 ;

他指出,又快叉好地发展是贯彻落实   四 是坚持把防范风险作为保险业的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
∷
完全符合保险 生 命线,完善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

业实际,在本质上与做大做强是完全一致   五 是推劫市场体系建丧,规范市场秩

的。 ∷      ∷          序 ,不断提升行业形象;

吴 定 富 在 讲 话 中 强 调 :2OO6年 ,要 以∷ ∷ 六 是 提 高 对 外 开 放 水 平 ,统 筹 保 险 业

科学发展观统领保险业发展全局,着力解 对 外开放和国内发展;    ∷

决好速度、效益、诚信和规 范经营问题 ,将    七 是加强行业基础建设 ,提 高可持 续

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行业战略 ,努力实 发 展 能力。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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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荒漠。如果说19”年 1o月 2o日 中国
∶呤兮司洱丐穹兮兮司叩成立,标
∶西省保险业事业开始获得新生,
~9眵年 10月 γ 日自屮国人民保
江酉省分公司签署的第⊥份人身

1则 是江西人身保险业复业后开
|的界 碑 j自 19T9年 1o月 起 至 今 ,

0

0

第∵章 江 西人身保险发展简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西的保睑业与全国
一样,同样经历了创建时期(1%9工1Ⅱ9),∷发
展停滞时期(19s9-1叨9)与全面恢复和快速
发展时期(1叨9年至今)三大阶琴。就江西人

身保险业而言,19”年以前,基本上仍处于△

构Ⅱ。19“-年2月,人保江西省分公司从人

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分设出来∷,晋 升为省厅

(局)级经济实体,受人保总公司和省政府双
重领导。其时,人保江西省分公司的分支机构
已逗布全省各地(市)县。

人保江西省分公司恢复业务之初,以经
营各类财产险业务为主:自 i9gz年1o月z

日,八保江西省分公司在萍乡签发了我省第
一张人身保险单以来,到19⒛年人保江西省

l+ :r.wxnezooo+(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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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在全省陆续开办了旅客意外伤害保

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学生平安保险、

简易人身险、母婴安康保险、农村纯女户养老

保险、个人养老保险、团体养老保险等娴个

人身保险险种,业务发展十分迅速。19⒇年,
全省人身险保费已达到∷12180万 元,比 19陇

的 1万元年增长 12179倍 ,8年中年平均增长

率为 36.7%。        ∷    ∷

在江西保险业的恢复阶段,人 保江西省

分公司一直独家垄断着全省的产〈寿险业务。

这一现象至 19gO年仍未被打破。 ∷

二、江西人身保险市场初步形成阶

段(1990ˉ 1996→

⒛世纪90年 代上半期是中国由计划经

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经

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保险体制的改革,市 场

主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增加:随 着中

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赣

设立机构,以 竞争为主要特点的市场格局已

初步形成。

(-)人 保、太保、平保三分保险市场态势

初步形成

1991年 12月 ,交通银行南昌支行设立保

险部,19舛年 3月 以该保险部为基础筹建的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昌办事处正式挂牌成

立,混合经营产、寿险业务。19%年 11月 ,中
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昌办事处升格为中国太

平洋保险公司南昌分公司,下 辖景德镇、新

余、九江3个 办事处。

19叨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江西设立代

理处 (19gzI年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南昌

办事处),混合经营产、寿险业务。其经营区域

截止 19%年 一直在南昌地区。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 国平安保险公

司相继进人江西,经营产、寿险业务,打破了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江西独家经营保险业务

的局面,三分保险市场的态势已初步形成,业

务竞争的格局开始拉开。    ∷

(二)产、寿险分业经营的架构初现雏形

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产、寿险混合经

营的弊端逐渐显露:为 促进人身险业务的发

展,加强其经营管理,在堡险业务内鄙分设狎
对独立的机构专司人身险业务经营管理的改

革渐成趋势:1992年 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

西省分公司将省、地两级公司的人身险处

(科)改为人身险部,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经

营管理部门,并 在全系统实行人身险业务的

财务分帐管理,增 强了人身险业务在财务lx/

算上的独立性:1∞5年 8月 ,中国太平洋保险

南昌办事处人身险部成立,其 性质类似人保

江酉省分公司的人身险部。中国平安保险公

司在内部分业管理方面起步较早,19%年 7

月,中 国平安保险公司江西代理处更名为南

昌办事处,其 内部设立的人身险部也更名为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南昌办事处(看险),对寿

险业务独立地承担起管理的职能。产、寿险分

业经营已初现雏形。

(三)寿险个人营销机制出现

19呖年 8月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南昌办事

处在江酉率先开展寿险个人营销业务。∷同年

1o月 ,中 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昌办事处也推

出了寿险个人营销业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个人营销∷队伍急速扩张,仅中国平安保险

公司南昌办事处就在全省各地市共发展营销

员 3ooo余 人,这对推动该公司机构和业务的

扩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这∵时期,个人营

销机制尚处在初试阶段,客 户对其的认知程

度还较低,加 之占市场份额达∞%以 上的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对此仍处观望态度,故 这∵

江酉泳猃 ⒛Ob年 (增 )



机制对当时的江西人身保险业务的推动作用

并未充分显露出来。然而,这
一机制为江西人

身保险业务的发展注人的生机和活力,随 着

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这 不仅促进了后来

全省人身保险业的跨越式发展,而 且推动了

全社会保险意识的迅速提高。

三、江西人身保险业快速发展阶段

(1996年 至今 )

19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

这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人有法可依、依法经

营、依法监管的新阶段。随着《保险法》的正式

实施和保险体制改革的步步深人,我 省的保

险业尤其是寿险业步人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市 场主体快速增加

1996年之前,我 省尚无一家专业性人身

保险公司。19%年 ,我省设立了第一家专业性

人身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江西省

分公司。其后,在我省经营人身保险的专业性

公司逐年增多。截止zOoo年 12月底,中国人

寿、太平洋人寿、平安人寿、新华人寿、泰康人

寿、太平人寿6家 国内主要人身险公司均在

我省设立了分公司,其分支机构(含营销服务

部)已达934家 。

(二)分业经营逐步完成

根据《保险业》中产、寿险分业经营的规

定,1996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建为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中保人寿

以及中保再保三个子公司。同年,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及其下属机构进行产、
寿险分设,中 保人寿保险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成立,并在全省各地(市)县均设立了分支机

构。199g年 ,根据国务院撤销中保(集团)的批

复,中 保人寿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

公司,1999年 3月 中保人寿保险公司江西省

分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其 在

全省的分支机构也与之作了相应的变更。

zOoo年 12月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昌

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实行产、寿险分业经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

司成立。

zOoo年 6月 ,中 国平安保险公司审昌办

事处升格为中国平安保险南昌分公司。同时

内设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南昌分公司 (寿险),

实行产、寿险的分业管理。2oo2年 12月 中国

平安保险公司正式实行产、寿分设,2oo3年 1

月,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南昌分公司成立。

至此,江西保险业产、寿险分业经营的改

革任务宣告完成。

(三)寿险产品不断创新

为应对19%年 起银行利率的8次 降息,

屡次跌破寿险预定利率的新形势,满 足居民

在股市连续低迷状态下寻找投资渠道的需

求,适 应寿险个人营销机制建立后营销员销

售寿险产品的需要,自 19g9年 起,国内各保

险公司不但大力改良了传统性寿险产品,而

且也创新出大量新型寿险产品。江西寿险市

场同样出现了寿险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局

面。⒛00年 8月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南昌分公

司在江西市场推出了第一款新型分红保险产

品《鸿利终身分红保险》,2∞1年 1月 ,该公司

又首家在江西市场推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平安世纪理财保险》。其后,各寿险公司均不

断推出分红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

从 ⒛o2年 起全省新型寿险产品保费收人已

超过传统型寿险产品保费收人,在 寿险业的

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⒛孵 年全省新型寿险

产品保费收人已占人身险保费总收人的

66%。

(四 )销售渠道日趋广阔

0 d

0  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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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⒛ 世纪⒛ 年代下半期开始,江西人身

保险市场产品销售方式快速走上了多元化的

渠道。个人营销机制从 19%年 开始已为全行

业普遍采用,成 为各公司销售寿险产品的主

要轨道。截止 ⒛OZI年,全省寿险业营销员已

达 ⒓o67人 ,由 个人营销渠道收取的保费已

占人身险总保费的⒆。4%。 银行邮政兼业代

理保险也从 ⒛o1年 起发展十分迅猛。到⒛∝

年,全 省通过银邮兼业代理渠道收取的保费

收入已占人身险保费的36.9%。同时,zOo1年

相继成立的专业保险代理公司,也 在积极尝

试代理人身保险业务。这些销售方式的出现,

大大拓宽了人身保险业的展业渠道,对 人身

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业务发展势头迅猛

保险的分业经营、寿险产品的不断创新,

销售渠道的不断扩展和市场主体的不断增

多,有力地促进了 19%年 后江西人身保险业

的快速发展。19gT年 江西人身保险公司保费

收人同比增长 1o8.o%,达 到 1o。Og个 亿,首家

超过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人。其后,江西人身

保险业以年均 3o.8%的 速度向前发展,增长最

快 的 zOO3年 增 速 达 到 “ 。o%。 截 止 ⒛ ⒄ 年 ,

全省人身险公司保费收人已达到sZ,。61亿 元,

占全省产、寿险公司总保费收人的BO.1%。

第二章 江 西人身保险市场分析

-、人身保险市场基本状况分析

(-)机 构、从业人员情况

1、机构发展情况

保险业分业经营前中国人保、中国太保、

中国平保在赣分支机构内部设立的人身保险

部是江西省人身保险机构的雏形。19%年 ,随

着中国人保的分业经营:江 西出现了首家真

正意义上的专业人身保险机构一一中保人寿

江酉省分公司 (现为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

司)。⒛oo年 12月和⒛o3年 1月 ,分业经营

后的太平洋人寿南昌分公司 (现为太平洋人

寿江西分公司)和平安人寿南昌分公司(现为

平安人寿江西分公司)相继成立。专业人寿险

分公司增至3家 。⒛m年 9月新华人寿南昌

分公司(现为新华人寿江西分公司)成立,标

志着江西人身险市场长达十年的三足鼎立局

面的结束。⒛O3年 12月泰康人寿南昌分公司

(现为泰康人寿江西分公司)成 立,zOOZ1年5

月太平人寿南昌分公司 (现为太平人寿江西

分公司)成立。截止到zOo4年 底,在江西境内

设立分支机构的人身险公司已达6家 ,分 支

机构总数为叨4个 ,其中省级分公司6家 ,中
心支公司(分公司)35家 ,县(市)支公司 108

家,营销服务部785家 。(详见表一
)

江西省寿险机构-览 表(截止 2004年 底 )

L

中国人寿 太平洋人寿 平安人寿 新华人寿 泰康人寿 太平人寿 合 计

省级分公司 1 1 1 l 1 I 6

中心支公司 10 I0 3 0 l 35

县支公司 107 I 0 0 0 0 108

营销服务部 643 67 18 27 30 0 785

合 计 762 79 29 31
0
, 2 934

江 西 保 险 ⒛ oo年 (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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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业人员发展情况

寿险个人营销机制对寿险从业人员的扩

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g95年g月,平安保

险公司在江西率先引八寿险个人营销机制,

招聘了第一批保险营销员:至 19%年 :各人

寿保险公司均相继引人个险营销机制,这一

机制的引人带来了寿险从业人员的急剧增

加,也推动了随后几年的人寿保险业务的快

速发展。进人21世纪以后,从业人员发展冥

为迅猛,截 止2ooo年,全 省营销八员达到

2̀ 赔 款与给付

赔款和给付的总体变化趋势为逐年增

高,充 分体现了保险发展对于稳定社会和社

gzOC7人 ,管理人员也达钟%人 j

(二)业务基本状况      ∷

1、保费收人

注 砝 指 霜 i缎 娣 嬲 强 姹

铒 。01亿 元 :增 长 十 分 迅 速 。 其 中 19B3年 一

19o0年 的 年 平 均 增 速 为 zTO。8%,1990年 t

∶∶::苷 :  乳 。:;扌 ∫

b·

:9:tT

巴

图 1:1982年 -2004年 保费收入及增速情况图

0

会保障的功能,截止 ztlCl0、年,当年赔款支出

达到30觯5万元,给付支出达到41214万元。

保费收人(千万元)

同比增速(%)

le :L?F*IE2006+(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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攮 给 付(万元)   ∷ 仞 ∷71四

(三 )产品结构      ~

从险种结构来看,自 19Bz年 人保江西省

分公司签署第一份团体意外伤害险保单之后,

人身险业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 199o年 ,传

统寿险以及养老险发展较快,出现了职工养老

保险、农村纯女户结扎对象养老保险、母婴安

康保险以及中小学生平安保险等28个 人身险

险种。自1996年 起至 19” 年,由于央行连续

七次下调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保监会随之下调

了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这使得传统寿险产品

市场销售难度大大增加,寿险产品市场份额明

显下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寿险公司

开始了产品结构调整,继平安人寿率先推出世

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太平洋人寿率先推出万

—0 赔 款(万元)
攮一

 给 付(万元)

能保险,zOoo年 之后短短两年各寿险公司均

纷纷推出分红、投连、万能等新型产品。新型产

品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寿险业的高速发展。zO04

年寿险保费收人达到5zT3o8万 元,较2000年

增长了5倍 ,新型产品保费收人 4%⒛ 7。0z万

元,占 人身险总保费收人的66%。 ⒛02年 之

后,意外险份额有所下滑。根据新《保险法》的

有关规定,各 产险公司从 2oo3年 1月 1日开

始也可以经营短期意外险,使得市场竞争进一

步加剧;养老险目前所占份额不大主要是由于

国家税收优惠的政策并未明朗,限制了养老金

中企业年金的发展;健康险近年以来出现较大

的增长 ,⒛oo年 —2oo4年 以年均增速达

114.2%,而 且⒛O3年 保监会停售分红健康险,

5000
Ⅱ

● 赔 款 (/l元 ) ∷  10∷ qO∷ +s⒋ ω 9l13915叨 13∞ ∷16'⒛ 81∷18y2】 511543520g〃 559gOsZî 花 41l91∷ 1464I8笱 2z3sO84

1329∷2238310648993135∷ 6734】 06212772398△ 6592898|39493055∷ 27272288∷ 4170 5I09i4I21

l】,B41985i9g619s9∷ 1哓 819g9∷ l” ⒍ 19911” 219叨 |1∞ ⒋ 19qs ls,96199,∷ l9q819q9⒛ 【Xl2】Xl1∷⒛ ⒓ 20o3⒛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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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健康险产品的发展日益回复于保障本意。 化 ,健康险和养老险将成为今后保险业发展的

随着国家养老与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新 亮点,真正发挥保险产品的保险保障功能。

图 3:险 种结构对比图

图 4∶传统型与非传统型产品结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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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销售渠道 人的 13.7%。但近年来,银代业务也暴露出一

从销售渠道来看,19BO年一19%年 的人 些 问题,其一为争夺银行网点资源,寿险公司

身险主要是团险渠道业务。19呖年个人营销 不 惜成本,竞相提高手续费率,甚至出现贴补

渠道出现并从 19%年 起迅速发展,至⒛oo年  费 用进行恶性竞争,造成各公司的经营成本明

已占全年保费收人的TT。8%。银邮渠道⒛o1 显 上升;其二,各寿险公司银邮产品同质化程

年出现后发展迅猛,到 ⒛∝年在人身险保费 度 高,主要产品均为期限较桎的趸交型分红产

销售渠道中的占比已上升为36.9%,并日渐成 品 ,对寿险公司的内涵价值贡献率较低。今后

为人身险业务增长重要的推动力量。人身险销 应 通过资本、股权等形式相互渗透,推动和加

售渠道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zO∝年,个人 快 银行与寿险公司更深层次的合作,从机制上

营销渠道保费收人319z17万元,占 总保费收 解 决银行代押W冫务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同时更

人的匆。4%;银 邮代理全年保费为⒛Bs16万  要 探索网络销售、电话直销以及直邮销售等多

元,占总保费收人的36.91%;团体直销渠道平 种 新型销售模式,进一步加快销售创新,实现

稳增长,全年保费为Bg辊1万元,占总保费收 人 身险业务的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⒛⒁ 年

2002左F

⒛00年

19%年

1990荃F

19形 年

■ 团体营销

■ 银行代理

5%    60%   70%   80%   90%   100%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江 西人身保险市场也

二、有地区特色的其他数据和信息  步 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zO⒄年人身

(-)地 区差异性分析         险 保费收人“。61亿 元,增 速位居全国第5

随着近年来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居 民 位 ,加快了与全国保险先进地区的追赶步伐。

10%

亠L

图 6∶销售渠道保费收入对比图



一般而言,市场主体较多,竞争较为充分

的地区,保险市场就较为发达占在江西人身保

险市场整体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形势下,各

个地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一是保险较

为发达地区。zOoo年 南昌、赣州、宜春、九江保

费总量为 3T。95亿 元 ,占 全省总保费的

58.6%,平 均增速为 15.5%。二是保险中等发

达地区,如吉安、抚州、上饶,该地区保险份额

不是很高,但发展速度较快,且具有很大的市

场潜力;三是保险相结滞后地区如鹰潭、景德

镇都仅有 3家 人身险公司,市 场份额分别仅

占3.5%、3.7%。

人身险市场地区间的差异,除 了表现在

保费指标外,还体现在市场竞争程度、保险服

务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三个方面上:

1、竞争程度

首先,南昌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也是我省人身险市场竞争的主战场。6家

人身险公司的省级分公司均设在南昌,截 止

到 zOoo年 底,南 昌人身险保费收入达 ⒕。⒎

亿元,而 其他 1o个设区市保费规模均在 1o

亿以下;全省z9家 中介代理机构,其中犭家

法人机构设在南昌地区,市 场发展相对比较

成熟。

其次,所 有新人赣的寿险公司无一例外

地将赣州、九江、宜春地区尤其是赣州地区作

为机构发展的首选之地,截 至到⒛⒄年底,

宜春、赣州以及九江均已有 5家 人身险公司

分支机构;业务规模较小的景德镇、新余、鹰

潭只有三家公司。

再次,县 域以下市场是竞争相对较弱地

区。由于受资金、人才的制约及发展战略的差

异,各 家保险公司竞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城

区,而对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域广阔的县城及

广大农村市场,则 只有较少几家公司有机构

进人,保险服务和宣传还比较滞后。在大部分

县城及广大的农村市场,中 国人寿仍占据着

绝对的主导地位,有 的地区仍是中国人寿独

家经营的局面。

2、服务管理水平

竞争愈是激烈,愈 是促使各家公司注重

队伍建设,营 销管理以及服务质量等长期竞

争力的培养,更加重视公司的品牌和形象。所

以在竞争较为充分的地区如:南昌、赣州、九

江等地区其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其他地区

要高。而一些竞争不充分的地区,重保费轻管

理,重展业轻服务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习惯

依靠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来竞争,服 务意识

较为淡漠。

3、人员素质

由于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

度的相对参差不齐,因 此各地寿险从业人员

在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等方面的素质也各有

不同,但业绩稳定、业务发展良性、服务质量

好,管理水平高的地市,其寿险从业人员的教

育程度、培训要求、工作环境、专业素养都领

先于其他地区,也 与该地区公司是否注重员

工的核心竞争力有极大的关联。

(二)人身保险创新形式分析

1、 抚州 0-6周 岁独身子女健

康平安保险。

为积极探索新的业务增长点,中 国人寿

0 凵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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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分公司充分利用政府对农村独生子女的

资金补贴政策及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在

其总公司颁布的《国寿康健学生、幼丿1人寿保

险》、《国寿康健学生、幼儿附加疾病住院医疗

保险》、《国寿康健学生、幼儿附加意外伤害医

疗保险》等条款的萎础上.组 合包装了农村

o-s周 岁独生子女健康平安保险产品,于

2∞3年起在抚州市试点推出。经过半年多时

间的拓展,抚州全市共承保 3T,Ωo人 ,收取

保费 1⒛。3B方元,试点取得了初步成功。

开展农村o-o周 岁独生子女健康平安

保险,一方面农村o-C周 岁儿童对短期保险

有着相当大的潜在需求、农村幼儿保险市场

广阔;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合作愿望强烈,还有

就是公司具有产品优势。此项业务的创新开

展,既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女日抚州市

农村独生子女办证率由原来的3o%左右提高

到⒛⒄年8o%),又 使农民得到保险保障和

实惠,也为公司蠃得了较好的经营效益。2∞5

年,农村卜币周岁独生子女健康平安保险已

在中国人寿全省系统推广。

2、九江农村保险业务 I  ∷
∶中国人寿九江分公司较早前就注重加强

对农村保险市场∴的开拓,经 过近几年米的发

展,至zOo。年其农村保费总收人soOz万元,

其申期交新单和卡折式意外险保费收人2ω1

万元,网点从业人数zOoo年底达 1217人 ,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其农村期交新单保费占全

市系统新单保费收人003o.4%,对全市业务发

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人寿九江分

公司农村业务拓展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功,

主要在于一是网点管理到位。九江农村网点

管理本着高标准要求,工 切按照营销模式进

行管理。月时,借鉴外省先进做法,结合九江

实际,制定了《九江市农村营销服务网点管理

办法》,使农村网点管理纳人规范化、制度化

轨道;二是网点增员到位。农村增员,选好领

头人是关键。确定负责人以后,再选定一批能

吃苦耐劳、人际关系好且在当地声誉良好的

人进行培训和实施增员,扩大队伍规模;三是

教育培训到位。针对农村市场和农村业务员

的特点,中 国人寿九江分公司举办了多期网

点经理、二级主管及业务员培训班,并且单独

举办网点新员培训班、衔接教育培训班。在课

程设置方面,力求浅显易懂,易于消化接受。

同时请网点能手现身说法,让 农村业务员用

农民们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农村做单经验,

增加了课堂的生动性和寿和力;四 是业务推

动到位。根据经营阶段特点,适时推出多种形

式的企划案,为农村网点业务发展推波助澜;

五是宣传策划到位。统一职场布置,规范宣传

标语,树立好中国人寿的品牌形象,在广大农

民心中形成f诚信、品质、实力”的概念。针对

农村特点,以 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营 造氛

围。

3、区域化的经营月艮务

平安人寿江西分公司从⒛∞年 1月起,

开始在南昌地区推行区域拓展的寿险销售模

式。即根据客户居住地所在的邮政编码内所

属的街道1社区,分区设立个人寿险营销组织

(收展处、收展课、收展区),让每一个△定范

围区域内的客户,在售后交费、索赔、保险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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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等服务上均有相对较为稳定的收展单位、

人员连续地提供服务;这 个收展单位的保险

服务专员也相对稳定在分配给其服务区域范

围内开拓新客户业务。这种区域化经营服务

制度推行四年多来,在 客户开拓及维护上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方面,使脱落营销人员的

孤儿保单客户得到了及时的维护与服务,续

期及其他售后服务较为到位;另一方面,通过

服务老客户,开 拓新的业务,收 费与展业并

举,是市场开拓渠道的有力补充。近年来平安

人寿在南昌地区的保费继续率比较理想,与

其这种区域化经营服务制度的采用是有着密

切关系的。

4、综合开拓业务的发展

平安人寿江西分公司从 ⒛o3年 起开始

在江西市场上推行综合开拓业务。即在向保

险监管部门取得产寿相互代理、寿险个团银

业务相互代理的资格前提下,平 安的个人寿

险业务员可以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险产品

销售服务,包括个人寿险、团体人身险、银行

代理人身险、财产保险等多个类别的保险产

品,使 客户多方面的保险需求通过一个接触

点,即 通过平安人寿的保险代理人员即可全

部得到满足,不仅方便了客户投保,也提升了

保险代理人员的产能,有突出的综合优势。随

着平安集团综合开拓项目的深人,平 安人寿

这种综合开拓业务将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未来除了提供各种保险产品,还将提供银行、

信托、证券等多类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的金融产品服务。

5、保险条款通俗化、承保提示透

明化。

在提升客户对保险的理解,建 立并切实

执行投保提示制度上,从 ⒛o5年 1月起,平

安人寿江西分公司在江西省市场上首推通俗

化保险条款,该条款有明确的投保提示,将原

保险条款的一些保险专用名词作了大众化、

通俗化的修改,使 得客户对保险条款的阅读

更清晰、更容易理解。从⒛o5年 4月 1日起,

该公司在下发给红险、万能寿险保单时,随保

单向客户免费赠送《客户权益手册》及光碟,

内容包括阅读保险合同时一般注意事项、分

红保险特殊杈益、万能寿险特殊权益、保单维

护时的注意事项、申请理赔时的注意事项、服

务网络等内容。为保证该手册及时送达客户

手中,公 司gs511电 话咨询中心还对部分客

户进行回访,确 保客户能获取充足的保险权

益信息。这种通俗化保险条款、透明化承保提

示制度的推行,加 深了客户对保险合同权利

义务的认识,做到明明白白投保,也增强了广

大群众对人寿保险公司的信任。

(三)芾刂约江西人身险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是市场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我

省共有 6家 人身险公司参与经营业务,但 人

身险市场仍处于相对集中的格局。2oo4年 ,中

国人寿江西分公司实现保费收人 51夕OT.笏

万元,占江西市场份额的”。35%。 在某些业

务上,仍 存在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主导市场

的行为,这 种现象在一些市场不发达的地区

更为突出。一个由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保险

中介机构三方面构成的成熟的保险市场体系

尚未真正形成。二是人才队伍相对缺乏,影响

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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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省人身险业务的持续发展。随着保险业

的对外开放,保险主体的快速增加,对人才的

需求更为迫切。而公司缺乏科学系统的育人

机制,尚未建立起人才储备机制,一些新机构

往往用抬高职位、待遇等手段争夺人才,造成

一方面部分业内管理人员利益取向日益短期

化,从业心态日益浮躁;另
一方面高管人员流

动异常频繁。新公司刚进人市场的时期,市场

都要经历一个人员变动异常频繁的阶段,老

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及其队伍的离司,使 其业

务受到较大波动。2o⒄ 年公司之间以恶性竞

争、恶意挖角的投诉率最高。这与保险业发展

对人才质与量的要求相距甚远,形 成了制约

我省保险业发展的一大
“
瓶颈

”
。三是销售队

伍专业化程度较低,不 能适应日益提高的保

险需求和服务的需要。保险销售人员的主体

是广大的保险营销员,但 是保险服务对象的

要求越来越高,而 销售人员的素质还不能很

好的满足这样的需求,专业化程度还很低。销

售人员的准入门槛要求还较低,截止 ⒛⒄ 年

底,全省营销员持证率还只有 “。11%,与 发达

地区有较大差距。同时,各家公司对营销员的

管理也比较松散,不 利于营销员整体水平的

提高。四是市场及竞争秩序仍不规范。依然存

在为抢占业务的恶性竞争,公 司经营成本以

及风险加大,而 部分业务的盈利能力却在削

弱,如银邮市场,已日益演变成为由于手续费

的恶性竞争,各 公司盈利能力已受到极大影

响。五是外部经营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人身

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有利

于减轻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负担,也 有

利于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然而,在

实际运作中,商 业保险没有获得必要的政策

扶持和倾斜,外部经营环境还有待改善,主要

包括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尚不到位,营 销

员税负问题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人身保险业务的发展。

第三章 江 西人身保险监管

与行业自律

-、江西人身保险监管工作简史

(-)监 管起 步 阶段 (1985-

1995)

19gs年 3月 ,国务院发布《保险企业管理

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保

险管理机关。但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条例》

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未形成系统的监管制度。

因此,我省的保险监管机构(人民银行各级分

支机构)对保险的监管仅限于机构管理方面,

监管的方式、内容相对单一。

(二 )市 场 行 为 监 管 为 主 阶 段

(1996-2000)

随着 19%年 6月 《保险法》的颁布,中国

人民银行依据该法,先后制订了《保险管理暂

行规定》、《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保险经纪

人管理规定》等规章,并于 19呖 年 7月 设立

了保险司。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也于

19%年 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处下设了保险

科,配各专门的保险监管人员,对辖内保险公

司进行机构监管,主要负责机构设置审批、高

管人员审批、机构变更、机构年检以及航意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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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机动车辆保险以及保险中介市场等方面

的清理整顿工作;由 稽核处负责对辖内保险

市场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检查。

至此,我 省保险监管诨渐进入了较快的发展

阶段,保险监管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保

险市场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199B年 11月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国

保监会,人 民银行不再行使对保险业的监管

职能,并从 1999年 年底开始,陆续在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立派出机构。我省派出机构设

立时间较晚,对 保险业的监管工作主要是对

各保险公司的年检、代理人资格考试等日常

监管方面占

(三)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监瞀并重

阶段(2001年 至今)

中国保监会成立后根据市场发展的实际

情况,对 保险监管制度和保险业的行为规范

做了大量修改和补充,颁布了《保险公司管理

规定》、《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

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提出了“
市场行为

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
”
的监管目标模式。

2∞1年 1月 19∷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南昌特派员办事处正式成立,成 立后立即根

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非现场检查与现场

检查相结合的保险监管制度,并 对保险市场

秩序进行了整顿和规范,进 一步规范了市场

竞争行为,树立了监管权威,这标志着我省保

险监管工作正在步人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

期。

二、江西人身保险监管工作回顾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

(简称“江西保监局”
)(zO01年 1月 19日成立

时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昌特派员办

事处,简称
“南昌保监办”

)自成立四年以来,

以监管促发展,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保险监管

的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不断提高。政府监

管、公司内控、行业自律、社会监管“四位一

体”的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

(-)强 化市场行为监管 规 范我省人身

保险市场秩序

1、以真实性检查为重点 ,整顿规

范保险市场秩序。一是对保险公司截留保

费、小金库、账外账及数据真实性情况进行检

查;二 是对人身保险新产品信息披露情况及

股份制公司关联交易开展专项检查;三 是根

据信访举报中突出反映的保险市场有关违法

违规问题,选 择重点业务和重点机构进行重

点整治,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1)通过与省

教育厅等部门沟通,强 调开展学生保险必须

坚持自愿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以及对有关违法

违规机构进行了严肃处理等措施,有 效的规

范了学生保险市场秩序;(2)通过加强对保险

公司和代理机构销售行业的监管以及对航意

险行业自律的指导,杜 绝了代理网点手工出

单现象。

2、以防范风险为重点,应对化解

系统风险。把风险防范的重点从个别风险转

移到系统风险上来,制订下发了《江西保险业

重大上访事件处理暂行办法》,明确了风险处

理的目标、原则、分工、步骤、措施。在全国部

分地区保险信访形势骤然严峻的情况下,江

西保监局为rt解投连产品风险制订了五条硬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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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实现了投连产品的零投诉。

(二 )夯实非现场监管工作 作 好寿险行

业规划

1、以强化基础统计为重点 ,深化

非现场分析工作。江西保监局自成立以来

对非现场检查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一

是规范了季度分析的撰写框架,制 定下发了

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分析报告框架,这 在保监

会系统尚属首次。二是编印了保险统计信息

披露资料。从2∞2年第二季度开始向全省保

险系统每季刊发一期 《江西省保险机构统计

季报》,使得全省的保险行业信息披露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三是规范了季报统计口径,并对

保险机构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四是拓宽了统计分析内涵。把

保险统计分析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结合起

来,为 更好地进行非现场分析提供了数据基

础。五是加大非现场监管工作的考评力度。制

定 《非现场监管资料报送工作考评办法》,对

月报与季报数据差异较大的公司下发了 《指

标异动质询书》,有效地提高了各公司报表报

送工作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2、制定规划 ,指导行业长远发展。

为了抓住本世纪头⒛年这个难得的历史机

遇期,实 现江西保险业从中部地区崛起的目

标,一是在广泛征求业内、外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精心制订了⒛⒁-2o20年 江西省保险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确 定了未来我省保险业发

展的目标、重点、步骤和措施。二是深人各公

司开展调研,研 究制定江西省保险业 “十一

五”
规划。三是积极与省发改委沟通,力争将

保险业规划纳人江西省
“
十一五”

发展规划

中,使 保险业务进一步融人江西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局之中。

(三 )积极培育市场主体,稳步推进行政

许可进程

1、严把市场准入关,做好高管人员、机

构 以 及 产 品 管 理 。

一是高管人 员管理方面。通过制定

《江西省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进
一步改进了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审查手段。在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

查中,做 到 “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
”
,

“口头谈话与书面考试相结合
”
,“静态管理与

动态考核相结合”三个结合。二是机构管理

方面。首先制订了一整套现场验收方案,提

高机构验收效率和验收质量。其次为强化对

营销服务部的管理,制定了《江西省保险公司

营销服务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对保险营

销服务部的营业范围、设立条件、申报程序、

申报材料和管理办法等作了详细规定。再次

建立人盯机构的机构管理责任制,对报表、处

罚、分析等重要岗位实行经办人、质量监审人

员和处长三级复核制。三是产品管理方

面。通过制定了《江西省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管

理暂行办法》,着 力把好三个关口:“售前
”把

好备案关,“售中
”
销售关,“售后△艮务关。

2、提 高审批效率 ,推进依法行政。

2004年 根据保监会精神,及 时取消和调整了

第三批行政审批项目,明 确了已取消行政审

批项目的后续管理措施。同时,根据《行政许

可法》以及保监会有关规章,结合江西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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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制定了《江西保监局行政许可内部程序

规定(暂行)》,强化实质性审查力度,初步建

立起公正、高效、透明的行政审批程序。

(四)开展诚信建设,提升行业形象

一是抓好监管信用建设工作。二是加

强对全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督导。督促

行业协会及保险公司切实按照2oo3-20∝

年度实施方案抓好落实:同 时对保险公司在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的先进做法予以推广。

三是初步建立保险行业信用记录档案。草拟

了高管人员动态管理办法,建 立了保险机构

违法违规行为信息登记系统。四是组织了阶

段性检查。对各省级分公司信用体系建设第
一阶段的开展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五)健全完善监管体系,发挥监管合力。

变依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为构建 “四位

∵体∷的系统监管体系,在加大对保险机构违

法违规惩治力度的同时,-是 要求公司加强

内控建设。2o∝年在全省开展的保险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其 重点内容就是要求保险经营

和中介机构严守法律,严格内控,不断提高信

用意识和信用水平。二是加强行业自律。指

导行业协会促成了航意险共保、银邮代理业

务自律公约,∷积极支持其大胆履行协调(监督

及查处违约行为等职能,努 力使行业自律成

为政府监管的有益补充。三是加强社会监

督。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加大与新闻主流媒体

的沟通力度,规范保险行业的信息披露。

三、江西人身保险监管工作展望 ∷

今后一段时期,江 西人身保险监管将以
“发展保险`和谐社会”为目标,遵循“完善市

场体系(力口大风险监管`夯实监管基础、优化

监管服务∵的思路,进ˉ步推动我省人身险业

务的稳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应有的

贡献。 ∷    ∷      i

(-)完善市埸瞪系,均衡市埸黯耩。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只 有众多平等

的机构主体共同参与才会蕴育出富有活力的

市场。一是实行透明和高效的市场准人玫

笨,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引进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大型保险企业集团。二是加强指导,培育

市场主体。积极培育我省的保险公司法人实

体;同 时鼓励各公司根据市场定位和业务发

展需要,进 行备类产品创新以及业务经营创

新。三是规范发展保险中介市场。鼓励专业

保险中介创新经营模式,积 极推诽保险营销∷

体制创新。建立起一个由保险公司(被 保险∷

人、保险中介机构三个方面构成的成熟的保

险市场体系。   ∷

(二)加大风险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一是强化对人身险公司内控的监管:把

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建设作为加强监管的重

要内容,督促人身险公司推进内控制度建设,

同时加强对公司内控有效性的监管。完善专

职监管员制度,努力实现外部监管与公司∷内

部管瞿00有效联动,Ⅱ肄立起较为有效的人身

保睑业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二是加大偿付熊

力监管执行力度。将偿付能力情况纳人目常

监管指标体系。三是健全现场检查制,保护被

保险人合法权益。∷加大执渚力度,竖决查处不

正当竞争行为,严厉打击保险诈骗(消费误导

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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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夯实监管基础,提高监管效率。

一是推行监管责任制,明 确监管责任

人,对各人身保险公司实行
“一对一”

的监管。

二是加强非现场监管体系建设。不断改进非

现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完 善非现场监管制

度,建 立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体

系,推进非现场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形成风险

预警机制,实现人身保险的动态风险监管。三

是针对各公司的不同情况,实 施分类分层监

管,着重加强对内控薄弱、违规问题突出的重

点公司的监管,同 时加大对新公司的监管力

度。四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充分发挥会计、

精算、审计等作用,提高监管的技术性和专业

水平。

(四)优化监管服务,营造发展环境。

一是深人推进依法行政,提 供公开透

明、高效便民的审批服务。二是加大对我省

人身险市场妁凋研力度,组 织拟订人身保险

行业发展规划和进行市场发展研究,促 进人

身保险产品创新与发展,为 人身保险发展创

造条件,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三是积极加强

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争 取支

持,形成联动机制,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四是

继续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打造一支纪律严明、

业务精湛、作风清正的监管队伍。五是加强保

险宣传,提高全民保险意识。

四、江西人身保险行业自律

江廴保险业在保险监管部门的积极促进

下,通 过各保险市场主体四年来的共同努力

下,已初步建立起行业自律的架构。⒛o1年 6

月4日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正式成立。行业

协会作为江西省保险机构(含保险中介机构)

自愿组成的行业自律组织,自成立以来,较好

地履行了
“
自律、维权、协调、交流、宣传

”五项

职责,对加强行业自律、协调行业内外关系,

维护行业权益,加强保险宣传,协助保监局维

护保险市场秩序,促进江西保险业的发展,起

到了较好的作用。

(-)加 强行业自律,维护保险市场秩序。

为建立和完善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机

制,一是组织会员公司签定了《江西保险业反

不正当竞争公约》、《江西省保险行业机动车

辆保险自律公约》、《江西省保险行业财产保

险自律公约》、《江西保险行业文明优质服务

公约》、《江西省保险行业人寿保险自律公

约》、《江西省航空意外保险共保协议》、《江西

建筑工程保险大项目竞标共保公约》、《江西

省银行(由阝政)代理人身保险行业自律公约》、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自律公约》。

二是制定了 《江西省保险代理从业人员管理

暂行办法》以及《江西省保险代理从业人员不

良信用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三是发布了机

动车辆保险行业自律公告。通过各种公约和

办法的出台及执行,使 我省保险业不正当竞

争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市场秩序得到维护。

(二 )力口:虽保险个人代理人的管理 ,

积极推进行业诚信建设。

一是协会成立了江西省保险营销员管

理专业委员会,拟订了《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营销员管理专业委员会工作制度》、《营销员

职业道德和职业守则》、《营销员奖惩制度》。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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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误导欺诈和违规违纪行为

等行为的发生。二是在江西保监局指导下,

制定《江西保险业务发展评比办法》,分别设

置了人身保险业突出贡献奖、人身保险业进

步最快奖、财产保险业进步最快奖,大大提高

了各公司争创先进的积极性。

(三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加大保险宣传

力度。

一是在认真做好投诉的接待和处理工

作,及时核实情况,要善处理。二是通过召开
“
保险行业宣传汇展暨新闻发布会”

等形式广

泛开展保险宣传活动。三是采取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法,组织人员到广州、深圳等地学习

考察,加强协会间的经验交流。

根据目前江西省行业协会的现状,仍 需

从以下凡方面进一步改革:一 是改革组织建

设,使之成为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二是加大

自律公约执行力度,减 少以至杜绝市场上的

恶性竞争,。三是加强会员公司之间的沟通

协调,对于会员公司之间互相“挖角
”
、诋毁等

问题予以协调。四是建立起有效的争议调节

处理机制,使 保险合同纠纷在行业内部得到

解决、维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五是加大宣传

力度,整合宣传资源,加强与主流新闻媒体的

沟通,提高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为江西省保

险行业树立良好的形象。

第四章 江西省人身保险

理论研究及教育培训

-、江西人身保险理论研究简况

19“年 12月 8日 ,江西省社联批准成立

江西省保险学会。19sT年 4月 21日 江西省保

险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选 举了江西省保险学

会第一届理事会,会 议通过了江西省保险学

会章程,规定了学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会员

权利与义务,学 会的组织机构等。学会成立

后,先 后以团体会员身份加人了中国保险学

会、江西省经济学会、华东地区保险联络处等

学会组织。同时在地市一级保险机构中发展

团体会员。随着我国加人wrO的 呼声日趋高

涨,学会意识到与高校加强联络的重要性。自

⒛∞年开始注重在江西省境内高校发展团体

会员。高校理事的参与丰富了学会成员结构,

也增强了学会理论研究的多样性。
-个 不争的事实是:理 论来源于实践高

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江 西省历届保险学会非

常注重理论研究工作,在长达⒛多年的学会

工作中形成了以下特色:

(-)组 织专题研究升华保险实践经验

学会根据江西保险实际,定 期组织会员

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开展保险理论研究,传 播

保险知识。每年,省保险学会要向各基层学会

和会员下发研究课题,每 两年开展一次优秀

保险论文评奖活动,促 进会员提高保险理论

水平,以 便更好指导保险实践工作。自19gT

年开始,学会经常向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保

险基层公司征集保险课题,并 将对指导保险

实践发展有积极意义的课题上报中国保险学

会,有些课题已列入国家社科计划,这些课题

的研究对推进江西保险实践的发展功不可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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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保险公司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一是聘请专家讲学,事半功倍见成

效。学会每年至少组织省内保险公司各级管

理人员集中学习一次,开展的专题研究有《领

导者艺术》、《公共关系礼仪》、《文学鉴赏》、

《企业战略管理》̀《保险企业风险管理》、《国

际保险经营管理借鉴》等相关课程。拓宽保险

员工视野,借 助现代网络以及高校理事在科

学研究方面的特长实现 “足不出户全知天下

事”功效,既有助于降低保险管理成本,又有

利于保险员工整体素质提高。二是进行学

术交流,学会会员大展风采。学会每年至

少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19gT年学会邀请中

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华东地区学会领导在井冈

山召开了“保险支援老区建设研讨会”
,大会

收到论文7o篇 ,精 选了15篇出版专辑。这

年,学 会会员在省级报刊发表论文“篇,地

市级发表论文sO篇 ,在 全国交流论文7篇 。

19g9年学会同省金融学会等7家金融刊物联 ·

合举办了“金融改革的成就与反思”研讨会,

在这次大会上刘经论同志的 《关于寿险责任

准备金提存的思考》引起大会关注,该文荣获

江西省社联青年社科优秀论文奖。自zOoo年

以来,随着高校会员的介人,保险理论研究水

平大踏步提高,江 西省保险学会保险理论研

究质量升华,学 会成员在全国经济类权威刊

物《保险研究》、《财政研究》、《统计研究》上均

有保险专业论文发表。以后学会还召开了“深

化保险体制改革”
、
“发展人身保险

”
`“深化农

业倮险”等专题研究。每年一次的保险理论研

讨会的召开,给各级保险实务工作者与理论

研究者搭建了一个互通信息的平台,促 进了

江西保险业稳健发展。三是创办《江西保

险》,构建内外交流通途。19B8年 6月 ,经

江西省出版局批准,正式出版了学会刊物《江

西保险》(季刊)。近zO年来,《江西保险》本着
“把握舆论导向,繁荣保险理论:反映行业新

风,倡导文明服务”指导思想,编辑出版反映

江西保险业发展的文章1交流保险营销技巧,

碰撞保险认知火花。刊登在《江西保险》杂志

上的论文经常被兄弟省学会杂志引用。《江西

保险》的高品位内涵,使得在全国整顿报刊杂

志风潮中能够保留下来,成 为沟通省内外保

险信息的桥梁纽带。江西保险学会还与全国

2∞多个学会及理论科研单位建立了定期交

换资料制度。

二、江西人身保险教育

目前,江 西大专院校中有5所学校开办

了人身保险教育,它 们分别是:江 西财经大

学、江西中医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

南昌保险学校。

江西财经大学与西南财大、武汉大学

等兄弟院校是全国最早开设保险课程的大

学。江西财经大学的人身保险教育可以追溯

至1993年 2月 。当时,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转

轨需要,培养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专业人才,

原江西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经有关管理部门

同意,将 原计划专业学生本着自愿原则全部

转为保险与劳动保障专业,与 此同时开设了

保险学原理、人身保险、财产保险、再保险、海

上保险、保险经营管理、保险营销学等十几门

保险专业课程。同年9月 ,江西财经大学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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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第一批保险专业本科生。19gs年 国家教

委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
“宽基础、淡专业”的

指导思想下将保险专业浓缩至大金融方向,

全国仅有十所大学保留保险专业。至此,江西

财经大学在 1998年 招收最后一批保险专业

学生后,没有再专门招收保险专业学生,而是

在大金融专业中保留保险方向,继 续开设保

险专业主干课程。迄今为止,江西财大共培养

了6批 保险专业学生,这 些学生现已成为全

国各保险公司的精英。职务较高者已成为省

级分公司副总,学 历较高者已获得保险专业

博士学位,2∞1级 学生刘品同学于 2004年

1o月荣获全国首届富邦奖学金(二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现有专职

教师5人 ,兼职教师2人 ,共计 7人 。其中:获

博士学历者 3人 ,其余4人 为硕士学历;教授

3人 ,副教授 3人 ,讲师 1人 ,是一支高素质保

险教育师资队伍。累计发表保险理论论文ω

余篇,其 中在全国杈威刊物发表论文 1o余

篇。
“
师强徒艺高

”
,仅93保 险学生在校期间

发表论文 ⒕篇,其中一篇被《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复印°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自2ooo

年以来开始承担江西省考区的 “全国保险代

理人考试”工作;2∞5年 开始承担江西省考区

的“全国保险经纪人、公估人考试”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是江西保

险学会常务理事单位、全国第六次保险学会

理事单位,是江西省唯一取得此殊荣的高校。

江西财经大学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于2005年 9

月开始恢复保险专业招生。

江西中医学院于zO02年 开始招收公

共事业管理(健康保险方向)学生,⒛o3年 经

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健康保险
”本科专业。

主要课程有三大类,医学类、经济类、保险类。

江西中医学院保险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现 有

教师 17名 ,其中:教授4人 ,副教授4人 ,讲

师3人 ,助教6人 。现承担省部级课题5项 ,

发表专业论文⒛余篇,多次获得江西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科

学奖。学院与省内外多家保险公司、江西省保

监局、保险学会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并建立

了教学基地。

江西师范大学于zO03年 购并江西银

行学校成立了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江西银行学校于 19T9年 开设保险专业,⒛多

年来造就了一批专业知识扎实、教学经验丰

富的教师队伍,至 今为国家输送了8∞余名

保险专业人才,他 们都已成为各地保险公司

的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

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是我国第一

个开设社会保险专业的高等院校,1991△9%

年共培养了4届 2oo多 名学生,学 生毕业后

主要从事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及相关行业的

工作。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开设了人身保险课

题。

南昌保险学校是一所公办全日制保险

中专学校,于 19“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建校,主 要为保险公司培养中等职业实用人

才。学校的特色课程有:财产保险、人身保险、

海上保险、再保险、保险管理学等。近 zO年

来,学校先后为各保险公司输送了们∞ 多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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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生源广泛分布在华东、华南等 11个

省份。

三、江西人身保险培训

中国保险市场目前属于粗放式经营向密

集型经营转变阶段,一 方面保费增长主要来

自扩员增长,新人人司岗前培训是必修课程;

另一方面精英员工通过系统培训能够进一步

挖掘潜力,开拓市场,因此保险专业培训是各

家公司必各职责。目前,江西各保险公司在岗

位培训方面除了秉承总公司的基本思路之

外,还有一些地方创新特色:

(-)建 立专业梯级培训体系

各公司对于员工均建有
“
员工基础学院、

成功学院、经营管理学院、高级千部学院、终

身进修学院
”
。公司聘用了一些既懂业务又懂

教育培训管理且具有较高讲课水平的专职讲

师队伍为公司各层次员工进行梯级培训,并

且建立了“人员管理、教学管理、计划管理、行

政管理”
的分工合作,责任到人的教育培训体

系。中国人寿江西分公司加大培训投资力度,

每年教育培训费均在 1ooo万 元以上;太保人

寿则对内外勤人员的培训进行分类管理,人

力资源部负责培训公司管理层和内勤员工,

教育培训部负责外勤销售人员的培训;平 安

人寿创立了制式培训和非制式培训方案。营

销制式培训是指按寿险营销制式培训大纲的

要求,以系统化、规范化和统一化的方式执行

的各种寿险培训,是 各级营销人员必修的培

训课程,非制式培训又称应式培训,是指营销

制式培训以外的各种专题培训、需求培训、区

隔培训。它的主要特征是时效性、灵活性、实

战性、对策性和少量性。

(二 )兼职教师介入员工培训夯实诚信基

础

江西省的中国人寿、太保人寿、平安人寿

等公司均与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等一些

省内高校以及江西省社科院建立了培训协作

关系,颁发了兼职教师聘书。兼职教师是保险

经营活动主体的局外入,相对说来,他们能够

站在客观、公正立场上如实评价保险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凡涉及保险基础理

论知识、相关经济知识均由兼职教师授课,使

入司新人对保险诚信经营的重要性有了深刻

认识,夯实了新员工培训的诚信基础,最终提

升了保险公司竞争力。

第五章 江西人身保险发展前景

-、江西人身保险发展面临的良好

机遇

2006-2010年 江西省实施在中部地区崛

起、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全面建设小

康、构建和谐平安江西的关键时期,也是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的重

要时期,江 西省保险业将继续处于比较有利

的发展环境,面临有利的发展机遇,具备巨大

的发展潜力。

(-)经 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保险业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⒛ o4年
,全 省 GDP完 成 ⒕ 9s。 %亿 元

,

同比增长 13.2%;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达

到 乃 ” 。szI元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人 ” 犯 .“ 元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存款余额为⒛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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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6.5%。预计
“十一五”

期间,一是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 均 GDP增 长率可达

12%左 右,zO1o年 全省 GDP预 计为 TOoo亿

元左右。二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生

产率逐渐提高,电 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稳步上升。三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

减少。四是居民收人持续增长,年 均增长

7.9%左 右。居民用于保障、教育、发展等方面

的支出进一步增加。五是市场开放带来市场

需求,更多的海外、省外资金将投向江西省。

资金的流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和

城市人口的增加对保险的需求不断提高。六

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为保险业提供管理、销

售、服务的新手段。

(二)和谐平安社会的构建为保险业的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一是和谐、科学的发展促进保险业

的发展。县域经济、非公有经济、农村经济的

发展,带动保险业向市场薄弱环节拓展;可持

续发展要求保险业提供更多、更稳定、更优质

的风险转移手段,保障企业的稳健经营;科学

的发展观有利于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完 善信

用体系,为保险业营造诚信发展氛围。二是

社会保障体 系的完善提供 了广阔发展

空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

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三大支柱”

构成的

养老保障体系,以 及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零

疗保险相互促进的医疗保障体系,商 业保险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比重进一步增

强。三是人 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保险需求

的增加。按人口自然增长率⒍7%测算,⒛1o

年江西省人口佴TO万人左右。城镇人口比例

达到sO%,人 口趋向老龄化,家 庭结构小型

化,消费需求多元化,公民整体素质进丁步提

高,八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

法律意识和保险意识增强,保 险对社会和家

庭的经济保障作用日益增强。

(三)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市场体系的建设

为保险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是法律环境将进一步优化。随着

新《保险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以及

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保 险

业加快发展的法制环境不断改善,为 保险业

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

保证。二是金融综合经营将进一步深

入。随着改革的深人与市场的发展,银行、证

券、保险业综合经营的趋势将进一步显现,这

将对保险业在理念、产品、销售、服务、技术等

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为 保险业的发展带米

商机。三是监管手段将进一步完善。监管

部门将坚持“有效监管、服务发展”的方针,采

用行业规划、政策引导、市场监管、信息发布

以及规范市场准人等手段,调控保险市场,防

范化解风险,促 进江西保险业的全面快淬协

调健康发展,为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做出贡献。

(四)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带来了机遇与

甜1战

一是主体增加。中、外资保险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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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设立分支机构,中 介市场向纵深方

向发展,市场潜力进一步挖掘。二是竞争加

剧。市场主体的增加,金融企业的综合经营,

将使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现

有保险机构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冲击。三是

人才引进。各家公司不断引进海外人才、省

外人才,带 动了保险从业人员素质的持续提

高。四是技术进步。在对外开放和信息化浪潮

的推动下,国外的信息技术、管理技术、服务

技术、营销手段将得到推广和使用,管理水平

和服务水平将有很大提高。四是观念更新。在

人才和技术的带动下,保 险公司的经营理念

和经营机制发生了革命,经营成本下降,经营

效率提高。

二、人身保险发展的坚实基础

(-)保 险业快速增长
“十一”

期间,江西人身保险业保持了平

均39.2%的快速发展,高于保险业整体发展速

度。⒛∝ 年全省人身险公司保费收人达到

“。⒎亿元,占保险业总保费收入的gO。1%,截

至⒛∝ 年底,人 身险公司总资产 136。sO亿

元,比起 2ooo年 翻了4番 多。同时,业务开始

转型,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全行

业呈现出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社会效益日益显著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人 身保险业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是充分发挥经济补偿

功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风险保障。⒛o1

至⒛∝年,江西人身保险业共为2.⒛亿人次

提供了2。叼万亿元的保险保障,累 计赔款和

给付笳.O3亿元。二是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服

务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仅在⒛o4年 ,全省人身

险公司就提供了三万多个就业岗位,为 缓和

社会就业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大量增

加国家税收,zO01年 至⒛⒄年全省人身险公

司共上缴营业税及附加“gT.04万元。

(三)市场体系基本形成

四年来,江 西人身保险市场开放程度持

续提高,市场体系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四年共

新增人身险公司省级分公司3家 。截至2o∝

年底,全省共有人身险公司省级分公司6家 ,

中心支公司33家 ,支公司 1o6家 ,营销服务

部TT0家 。全省人身保险业形成了多家并存、

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体系。与此同时,

中介市场基本形成。截至zO⒄ 年底共设保险

中介机构”家,中介分支机构 8家 ,其中,保

险代理机构⒛家,保险公估机构 2家 ,保险

经纪机构7家 。兼业代理异军突起,截至2oo4

年底,全省兼业代理机构舛42家 ,代理寿险

业务的笳。9%。

(四)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十五”

期间,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取得

重大突破,作 为国有公司的中国人寿顺利完

成重组改制,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海外

成功上市。以此为契机,各人身险公司强化内

控管理,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强化以利润

为导向的业绩考核,切 实在转变经营机制上

狠下功夫。四年来,各 公司经营观念明显转

变,企 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都得到了很大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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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五)产品服务不断创新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保险意识的

提高,对人身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西

人身保险业积极推动从以产品销售为中心向

以客户服务为中心的转变,针对多层次、多元

化的社会保险需求,在 产品和服务方面不断

创新。保险产品结构日益丰富,分红、投连、万

能等新型产品增长迅速、养老险和健康险持

续发展。保险服务手段愈加先进,服务领域进
一步拓宽,强化个性化、差异化服务,服务水

平得到全面提升。

三、江西人身保险业发展规划

⒛1o年江西人身保险业发展的主要预期

目标是: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年均增长

率 17.2%。2010年人身险保费收人 168亿元。

人身险保险深度达到2.4%,人身险保险密度

达到sT6元/人。

——保险功能充分发挥。经济效益

稳步提高,社会效益显著增强。⒛1o年向社会

提供侣oo亿元的风险保障,上 交税金0.5亿

元左右。保险业在防灾防损、灾后重建、应对

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保 险给付在

社会保障支出中的比例明显提升,保 险业的

资金融通能力显著增强。
l

——市场体 系高效完善。组织形式

多样化,2o1o年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到 11家左

右,其中法人保险公司 1家 ,外资保险公司 1

家;资产'总额33o亿元左右。保险中介机构达

到5o家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3o∞家。保险从

业人员达到6万人左右。企业文化和诚信建

设取得成效,各市场主体注重效益和信誉,互

利合作,理性竞争。

丁
^市 场主体核心竞争力增强。寿

险公司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风 险抵御能

力增强。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管理

人员进一步知识化、专业化。产品和服务不断

优化,锥 康险、企业年金等产品得到长足发

展,个性化、差异化、效益型险种的市场比例

稳步提高。信J息化步伐加快,开办在线处理的

承保、合同变更、理赔等业务,建立全省保险

信息共享数据库。

——监管体 系进一步完善。健全地

方监管法规,改进监管手段,实现保险监管的

制度化、程序化和透明化,较好落实偿付能力

监管,基本形成风险防范、预警和化解机制。

行业协会实现专业化、职业化,能较好地为各

公司提供保险信息、技术咨询、干部培训、自

律协调以及维护权益等方面服务。公众保险

意识增强,社会监督能力提高。

附录-

江西保险发展大事记

1、1919年 ,外商保险公司开始进人江西。

2、19笳年,外 商保险公司在南昌设立机

构,有太古、南美商、南美等三家。19刀年后,

又增加了太阳、凤凰、纽约、慎昌、美隆等。

3、193o年 ,国内一些官办、民办保险公司

也逐渐在江西设立机构。在南昌、九江等地的

保险机构有:中国、中信局、永安、泰山、安平

等。主要业务为火险、运输险,也有公司开办

扬 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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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险,但险种和业务不多。∵Ⅱ|∷ ∷∷ ∷

4、193T年7月 ,抗日战争爆发,除申信局

有少晕业务处,其它公司均停业占∷  ∴

5、19o9年lz月△旧
:,申

国八民保险公司

南昌分公司成立,1053年∵3月政称申国八民

保险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受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中南区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双

重领导:   ∷     ∷  ∷

6、19∞年5月起,人保江西省分公司在

南昌等地开办团体人身保险。  ∷

∷ 711951年 -月,八保江西省分公司开办

简易人身保险业务。 ∴  ∷  ∷ ∶  ∷
∷ 8、1951年7月,八保江酉省分公司在全

省实行轮船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9、19犯年5月,人保江西省∷分公司划归

江西省财政厅领导。

1o、19弘年T-9月 ,江西遭百年未见的

洪水,全省处理洪水赔案∷累计赔款Ts‘万

元。  ∷ ∷∷∷∶∶∷ ∷ ∷

∷ Ⅱ、19sT年下半年:拿省保险/gs统机构精

减 ,人 员 缩 减 们 %。  ∷  ∵  ∷

1z、19郅年0月 ,八保江西省分公司在兴

国、瑞佥召开现场会-揖出了f城镇户户有业

务,农村社社有保险∵的田号。

1`19s,年 1月 1日,入保江西省分公司

撤销:全省保险业务停办。∶ ∵   ∶

14119“年3月 19日,成立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南昌分公司。   Ⅱ

15、19T9年10月8日,取复成立申国八

民保险公司江四省分公司:南昌分公司并人

江西省分公司机关。        ∷  ∷

∷ 16`1,BO年底-,人保江西省分公司新建了

赣州、吉安、上饶、∷宜春∷、九江〈抚州(萍乡:、新

余`鹰潭`贵溪等十∵个地1市、县支公司。

∷∷19`10Bz年2月,人保江酉省分公司提出

进一步贯彻∷f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

针,在农村试办人身保险1   ∷ ∷∴

∷ 18、”Bz年σ月,江酉发生洪水灾害∷,八

保江西省分公司积极开展救灾理赔ェ作.涔

水灾害赔款”8?,万元。    ∷ ∷∷

19(19叩年 1o月z日 ,萍乡市湘东区下

埠乡王四煤矿为全矿2zs名职=承 保团体人

身倮险,这是江酉省恢复∷国内烬险后第∵笔

人身保险业务: ∷∷ ∷ ∷ ∷Ⅱ∷  ∷

2Q`19B0年4月 ,人保江西省分/Ak司在南

昌市试办简易人身险业务。   ∷ ∷∷ ∷

21、Pgs年 2月,江阝省^民 取呷邶埤∷屮

国人民保险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升格为厅、局

=级 经济实体。 ∷  ∷ ∷  Ⅱ ∷∷ ∷ ∵

”`!哓5年。月,人保江酉省分兮司在全
省∷开办学生平安保险业务。∷∶∶ ∷∷∷∷∷ ∷

23119“ 年 4月 1o月 、 江 西 省 遭 翼 木 风

冰雹袭击、有∷4!个县市受灾i八保江西省分

公 司经
夸 勒 和

珲
赔 ,共赔 付 zTρ余 万元 o∷

∵

Ⅱ狃、19B6年-月 1目起,八保江酉省分公

司提高简易人身保险的保险佥额和个八莽串

保险金的月领金额:凋鏊了八身葸外饰害满

期还本保险本金。       ∷ ∴∷∶

∶
^5119“

∷年6月∷2目,革城县上∷塘煤矿发

生井穿洚水事件:躬八死亡,16∷八舜伤;^保

江酉省分公司给付死亡赔款zⅡ∶万元。∵ ∷

26`19“ 年 9月 ∞ 目Ⅱ∷入 保 江 酉 省 分 公



司、省教委发出《关于在全省中小学公办教职

工中试办简易人身保险的通知》。

”、19“年 1o月 17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

批转了 《江西省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

位职工退休养老保险金统筹暂行办法》。

⒛、19gT年 7月 1日起,人保江西省分公

司开始执行总公司《关于印发所修订的〈简易

人身保险条款〉的通知》。

”、19BT年 8月 2日 ,江 西寻乌县发生

5.8级地震,人保省、市保险公司定点定时进

行理赔,累计赔付 1∞余万元。

sO、19gT年 9月 ” 日,人 保江西省分公

司提高人身长期险预定利率,简易险由7%调

至 8.8%,各种养老金、子女婚嫁教育金等险由

7.5%调 至 8.8%。

31、人身保险 19弦年开办至 199o年 以

来,已开办了z种 险种,全省 ⒕∞余万人参

加了人身保险,占全省人数的s9%。

m、1991年 12月 ,交 通银行南昌支行设

立保险部,是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人身险业

务在江西经营的开端。

s3、1991年 3月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南

昌办事处正式成立。

m、zO∞ 年 12月 ,根 据中国保监会有关

精神,太保产寿险完成分业经营体制改革,中

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

正式成立。

5、2∞1年 1o月 3o日 ,太平洋寿险南昌

分公司首家在江西市场上推出第一个万能型

保险产品——太平盛世·长发两全保险。

笳、2∞2年 5月 ,中国保监会批准中国平

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产险)在江

西的1o个地市机构复业。

3T、2∞2年 6月 1日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

公司将《国寿鸿星两全保险(分红型)》和《康

宁重大疾病保险(分红型)》产品推向市场。

38、⒛⒛年9月 16日 ,中 国平安保险公

司南昌分公司(寿险)首家在江西市场推出第
一个连生保险产品——平安世纪同祥终身寿

险。

39、2∞2年 9月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分公司成立。

们、2∞3年 初,中国平安南昌分公司(寿

险)正 式更名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南昌

分公司。

41、2∞3年 1月 ,南昌保监办被中央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 “全国创建文明行

业工作先进单位
”
。

辊、2∞3年 1月 ,南昌保监办制订下发了

2ooo年 -2o2o年 江西省保险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确定了未来我省保险业发展的目标、重

点、步骤和措施,以此引导江西保险业的持续

快速健康梦展。

铝、2∞3年 3月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

在全省范围内召开 3∞余场产品说明会,实

现鸿瑞两全保险保费收人约2亿余元。

佴、2∞3年 12月 12日 :江西保险信用体

系建设动员大会召开。      ∴

笱、2∞3年 12月 3o日 ,泰康人寿南昌分

公司正式开业。

怕、zOoo年 2月 6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南昌特派员办事处正式更名为中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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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简 称江西保

监局。

叼、zOo4年 江西保监局通过媒体宣传航

意险改革,并 采取措施密切关注航意险市场

状况,加强对行业自律的指导,严格对保险公

司和代理机构销售行业的监管,确 保 3月 1

日在机场及其他代理点销售的航意险替代产

品实行电脑联网、电脑出单和实时管理。

锶、zOoo年 3月 18日 ,江 西省保险行业

协会组织我省五家人寿保险公司正式签订

《江西省银行(由阝政)代理人身保险行业自律

公约》。

匆、zO⒄ 年5月 ,江西保监局召开江西省

政策性开业保险研讨会。

50、2004年 9月 ⒛ 日,太 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江西分公司正式开业。

51、⒛m年 1o月 ,为 防范代理人在销售

保险产品时误导消费者,侵害被保险人利益,

江西保监局在 《江西日报》上刊登 《投保提

示》,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保险过程中需注意的

事项。

52、⒛∝年 12月 15日 ,中国人寿江西省

分公司全面启动农村o-6周 岁独生子女健康

平安保险业务。

“、2004年 7月 ,江西保监局人身保险监

胥处成立。

附录二

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⒛∝ 年末全省总人口为辊gs.夕万人,

其中:城 镇人口15⒉。09万 人,占 总人口的

5.58%。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⒛∝年全省

实现生产总值 “95。%亿 元,按 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13.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11.7o亿元,第 二产业增加值 15“.⒎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88。sO亿元,三次产业比例

为zO。4:弱。6:m.o。人均生产总值 81g9元 ,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Tsω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⒛53元 ;城 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s338元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刀元。

⒛o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8⒛亿元,

比上年增长3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⒕gs。4

亿元,增长“。o%。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o”。9亿元,其中:城市零售额 s33.3亿元,农

村市场(县及县以下)零售额犯6.6亿元。实现

财政总收人5o.8亿 元,实现了四年翻一番的

目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3T58.3亿

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为9,1.7亿元,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⒛钾。7亿元。

⒛∝年实际利用国外、境外资金⒛。5亿

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3亿 美元,其中:出

口19.9亿美元,进口15.4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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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GDP(亿 元) 城镇人均收人(元) 农村人均收人(元)

1995 1169.73 30啐6 1537

1996 1409.74 3401 1869

1997 1605.77 4071 2107

1998 1719.87 4251 2048

1999 1853.65 4720 2129

2000 2003。07 5103 2135

2001 2175.68 5506 2231

2002 2450.48 6335 2334

2003 2830 6901 2457

2004 3495.94 7559 2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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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袁光林

副组长:王叙文 李小锋

成 员:(成员排名按照章节顺序)

江西省保险学会 郑嘉龙

平安人寿江西分公司 池清

太平洋人寿江西分公司 张思静

国寿江西省分公司 吴旺华

江西保监局 文刂勋 杨绍慰 郭旭红

江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张乐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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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几年上市公司

的年报看,有的公司连年

对财务成果进行追溯调

整,或者进行重大会计差

错更正 ,对 自身
“否定之

否定
”
。详细分析这些高

速和更正的内容,无非是

不该作的收入多作,应该

进行的成本、费用、折旧、

摊销等未进,该计提的有

关资产减值准各未提,致

使财务成果不实。出现这

种情况,笔者认为有两方

面的原因。一是上市公司

在年度业绩中,为了达到

某种目的,如保配股保增

发、保股票面值 ,避免被

sT或 退市,有意留下效益

中的水份;二是企业财务
'⒒丿理力Πi工什还不剡位,

有的个业且经诗轻甘理,

重业务轻财务,“
一把手

”

说了算,使财务该发挥的

监督职能未发挥,该堵塞

的跑、冒、滴、漏未堵住,

该通过财务管理增加的

效益未显现出来,使有些

公司年年捉襟见肘。因此,加强上市公司财务

管理十分重要。
ˉ

-、加强资金管理。从近几年的经验和教

训看,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为其他

路政军

企业担保产生债务风险,有 的上市公司对外

投资屡投屡败,损失几百万数千万元,形成了

不少财务“陷阱
”
。因此加强资金管理是上市

公司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上市公

司资金管理应抓三个重点:

'
〓



1、资金的预算管理。年初,财务部门

应编制资金预算计划,它由资金预算收人、资

金预算支出两大主体内容构成,其中:资金预

算最核心的内容是企业通过经营活动带来的

现金净增加额;预 算支出最核心的内容是企

业投资所需资金支出。通过编制企业年度资

金预算计划,能 够明确企业年度资金运作的

重点,便于公司日常的资金控制,把握资金周

转“脉搏
”
,节约公司融资成本,避免盲目贷款

和不合理存款等情况的发生。

2、资金的风险管理。企业资金风险

主要有使用风险,在途风险或有风险。资金的

使用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投资风险,它 是
一种事先可控制的风险,因 此对此类风险应

加强事先控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调

查论证,项目评审做到科学化、专业化,尽量

把预计风险发生的概率控制在最低程度。资

金的在途风险一般发生在企业资金结算过程

中,所以在结算票据选择上尤为重要。一般企

业在同城结算业务中主要以“
贷记凭证”

、
“
转

账支票”
为结算手段,在实际工作中“

贷记凭

证”
是一种更为安全的结算手段。资金的或有

风险主要是公司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而形成

的或有负债,包括贷款担保和业务担保等。这

一点关键是认真执行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每 个董事应勤

勉尽职,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

的债务风险,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外担保产

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3、资金的日常管理。主要指资金使

用过程中的审批管理、报表管理和跟踪管理。

企业资金审批程序制定应遵循“
便捷、高效、

控制
”
的原则,预先设定相应的资金审批程序

和权限。按分级杈限,可设董事会、总经理办

公会、总经理、财务总监四级,每级规定明确

的审批额度,审 批金额在该级权限之内即可

批准使用,如 在其权限以上则需要经本级审

查后报上一级审批,直至有权批准者为止。一

般上市公司的重大投资,大 额银行贷款应由

蕈事会审批;一般固定资产、抵值易耗购置,

小额贷款等应由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大 额的

合同履约和贷款支付应由总经理审批;一 般

资金使用由财务总监审批。企业应定期、不定

期地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既 通过日常

的报表了解全面情况,又 通过专项检查发现

资金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特 别是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往来账目

应逐笔实行跟踪管理,应将部门负责人、业务

人员的绩效同应收款项的回笼速度和回收金

额挂钩,制定相应的奖罚办法,确保钱出去,

货进来,货出去,钱进来,把坏账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二、用有效手段控制费用开支。目前生产

经营企业的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三

项开支占成本的zO%-30%之 间,强化这部分

费用管理,既是挖潜增收,提高效益的有效途

径,又是降低产品(服务)成本,提高竞争力的

制胜法宝。首先应对企业费用实行预算管理,

在制定预算时,应分清不变费用和可变费用。

预算一经制定,要保障其严肃性,业务经营量

没有较大变化,费用预算一般不宜调整。并将

预算按部门、按月、按季进行分解,做到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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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按季考核,节约奖励,超额处罚。其次在

费用开支操作上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再次

在费用控制上,实行一支笔审批。

三、加强收入管理。上市公司的收人主要

有主营业务收人、其他业务收人、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及补贴收人五项,管 理的重点应

该是前三项,管 理的内容应该是正反两个方

面。正的方面讲,要按企业会计制度真实反映

收人。一
股来讲,不真实反映收入的行为有几

种情况:一 是公司的业绩比较好,怕 基数过

高,年底决算时甩出一块收人;二是出于避税

目的将主营业务收人转换为其他业务收入,

将租赁收入操作为联营收人;三 是由于某种

因素与客户所签订的合同有失公允,标 的远

远低于实际收人,使公司的效益流失。解决上

述问题财务部门重任在肩。反的方面讲,主要

是防止利用虚假手段多反映收入包装利润。

这方面郑百文、银广夏、东方电子等已查处的

上市公司教训十分深刻。

四、规范职务消费。职务消费是目前上市

公司实际存在的又无章可循的弹性费用开

支,如 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的职务用

车、着装、出差、用餐、通讯、日常办公用品、医

疗等费用,应是财务管理的一个重点,也是财

务人员感到头疼的一件事。我们建议有关部

门应尽快制定并出台职务消费管理办法。同

时,作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和财务负责人,

应树立以制度管人,用 规章办事的作风,将
“
弹性”

费用变成“钢性”开支。

五、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第一要大力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优化会

计教育的内容,会计教育应德才

并重。第二要赋予财务总监重要

职责。财务造假防假,财务总监

应负主要责任。同时也应赋予其

一定的权利,如《公司法》规定,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 东大会

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
,此 条款

能否适应财务总监?我认为答案

是肯定的。证监会还可建立一个

财务总监正当行使职权受到打

击报复或解职条件下得到保护

的机制,以解除其行使职权的后

顾之忧。第三要严格处罚违犯职

业道德的行为。(作者单位:太保

财险江西分公司)

△

江口尿汾 2∞6年 (珀 )



随着北京市开始全面推

行强制医疗休险制度,此 险

已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

关注。曲于国内对强制医疗

责任保险缺乏深人研究,尤

其是有关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的发展模式、目标定位、具体

制度构建等问题,因 而有必

经营风险。 这 在当前医疗

责任保险的发展中显得尤为

突出:医 疗机构投保的积极

性不高,逆向选择严重。虫口,

北京市拥有各级各类医院

(含中央直属和部队医院)共

计 “1家 ,zOo3年 投保医疗

责任险的医院不足 zO家 ,部

不仅使社会化的风险分担制

难以在医疗行业内普遍建

立,也 使得患者的损害得不

到充分弥补,这 不利于维护

患者的合法利益。而当前医

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所存在的

问题,证 明完全采取自愿投

保的方式难以适应形式发展
汹

要对该制度的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进行

分析。但愿本文能起

抛砖引玉之效。

发展强制医疗责

任

保险的现实需求

与意义

医疗责任保险

对于分散医院或医

生的赔偿风险,预防

和减少医疗纠纷,维

护患者利益等都具

有重要的作用。但该

险种自2ooo年 全面

”
的需要。在这种情况

下,应建立一种新的

医疗损害赔偿给付

机制和保险制度,即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制度。这种制度是指

国家通过立法确立

医疗机构和医生的

强制投保义务,以分

散医疗损害赔偿的

风险,并使受害人的

损失及时得以补偿。

强制投保符合医疗

责任保险的发展趋

势,并具有很强的现

头忌义。具体表现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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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以来并没有受到医院的

青睐,相 反医院对其反应普

遍冷淡,医 疗责任保险面临

发展乏力的困境。究其原因,

医疗责任保险所存在的自身

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

素,尤其是作为商业保险,投

保的自愿性可能导致投保人

存在机会主义选择,并 最终

影响保险产品的市场需求和

分医疗机构的赔案和赔付率

都很高。即使在我国经济最

发达、保险市场最发达地区

之一的深圳 ,在 1999年 ~

2∞3年 四年间,医 疗责任保

险累计保费收人仅⒛o多 万

元,投 保医疗机构比例不是

5%,这 与深圳经济的强势增

长和保险市场接近⒛%的 年

保费增长率极不协调。

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

下:

1`强 制投保走发挥

医疗责任保险维护和保

障患者利益的需要

尽管医疗责任保险在维

护和实现患者利益方面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势,但 医疗责

任保险却面临极为尴尬的境

地。△方面,医疗机构赔偿能

力的不足已严重影响到受害

⒈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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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

这迫切需要通过一定的保险

制度予以解决。事实表明,现

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的规

模偏小,经济效益不高,自我

积累不是,有 的甚至长期处

于亏损状态。在发生医疗事

故后医院可能由于无力承担

赔偿责任,而 使受害人得不

到充分的救济。通过责任保

险制度来实现医疗损害的赔

偿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另一

方面,尽 管医疗责任保险已

推行多年,但 在自愿投保的

情况下,医 疗机构普遍存在

的机会主义选择而拒绝投

保,从 而导致医疗责任保险

无法在医疗行业 内普遍建

立,患 者在发生医疗损害后

面临索赔艰难,损 害难以得

到弥补的困境。

基于医疗损害赔偿风险

的普遍存在和患者损害赔偿

无法兑现的现状,有 必要改

变 自愿投保的发展模式 ,通

过立法确立医疗机构投保的

法定义务,建 立强制医疗责

任保险制度,以 充分发挥医

疗责任保险在保障患者合法

权益、防范医疗纠纷方面的

作用。

2、发展强制医疗责

任保险是分散 医院赔偿

风险、降低赔偿压力的需

要

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分

散机制,现 行医疗损害赔偿

模式的另外一个突出弊端

是,医 疗机构的赔偿风险高

度集中,从 而承受较大的赔

偿压力和经营风险。尤其是

随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

倒置、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大

与赔偿标准的提高,医 疗机

构的赔偿风险和压力将进一

步加剧。为此,应建立医疗责

任保险制度,通 过保险实现

损害赔偿的转移,即 将集中

于一个医院的侵权赔偿责任

分散于社会,做 到损害赔偿

社会化,以 降低医院的赔偿

压力。

3、强制投保是解决

当前 医疗责任保 险市场

需求不足的有效手段

当前医疗责任保险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医疗机构投保的积极性不

高,逆向选择严重,从而导致

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不

足。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需求

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中固然与医疗责任保险不无

关系,但 是医疗机构自身的

原因也不可忽视。首先,不少

医院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认

为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过

硬,不太可能发生医疗纠纷,

因而也就缺乏通过保险机制

分散风险的内在动力;其次,

在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医疗诉讼败诉概率小、赔偿

金额低的情况下,医 院普遍

对于医疗损害赔偿存在侥幸

心理,从 而缺乏购买医疗责

任保险的内在动力;最后,医

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

错位也抑制了对责任保险的

市场需求。很多医院不仅希

望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转嫁医

疗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损害赔

偿,也 希望实现医疗纠纷的

转移,使 自身从医疗纠纷的

困扰中解脱出来。很明显,医

院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期望存

在错位,超 出了医疗责任保

险所具有的功能。

对于医疗责任保险市场

需求不足的问题,可 以通过

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竞争、更

新产品逐步予以解决,但 这

种模式完全依赖市场的自我

演进,故 发展缓慢而缺乏效

率。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

时代,市场需求的培育、竞争

机制的完善都离不开国家的

适当干预。因此,医疗责任保

险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国 家

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适

当干预是不可或缺的。通过

立法将医疗责任保险规定为

法定保险,强 制医疗机构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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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能 够从根本上解决自愿

投保模式下所存在的市场需

求不足的问题,从 而迅速推

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4、强制 医疗责任保

险适应 了现代侵权行为

法归责原则客观化、损害

赔偿 分担社会化 的发展

趋势。

现代侵权法已突破损害

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杈行

为法的思考方式,认 为损害

可先加以内部化,由 创造危

险活动之企业负担,再 经由

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

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

分散,由多数人承担。可见,

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弥补

的同时,更 加关注损害赔偿

风险的分散,即 如何实现将

集中在侵害人身上的风险通

过一定的途径由大多数人承

担。对于高度风险的行业和

职业而言,具 备一定的风险

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如

果仍然将医疗过程中产生的

赔偿风险全部由医院和医生

承担,无 疑使医院的经营风

险和医生的职业风险居高不

下,这 对于医疗机构及医疗

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

的。在这种情景下,建立以医

疗责任保险为主体的风险分

散机制是实现医疗损害赔偿

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5、发展强制 医疗责

任保 险是适应 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 国政府已将推

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

全面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医疗损害赔偿给

付和医疗赔偿风险的社会化

分担并非一个孤立的社会现

象,而 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 与医疗保险

制度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

革、医疗价格体制改革紧密

相连。经验证明,仅仅通过价

格机制转移医疗赔偿风险,

不仅会直接导致医疗服务价

格的上涨,从 而损及医疗服

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更 会

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和矛盾

的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建立
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实 现

医疗机构赔偿风险的社会化

分担,关 系到医疗卫生事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卫生体制

改革的稳步推进。

强制医疗责任

保险制度的构想

1、强制 医疗责任保

险的发展模式

综合国内外医疗责任保

险的发展与推进模式,强 制

医疗责任保险可以采取两种

发展模式,即 行政推动模式

和立法主导模式。前者是行

政机关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

求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

险,从 而以行政力量强行推

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如,

北京市从 2∞5年 1月 开始

实施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则

是采取该种模式,即 通过卫

生行政部门发布行政命令,

强制要求公立医疗机构都必

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后者

是以立法的形式,在 法律中

明确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投保

义务,规 定医生在执业过程

中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从而使医疗责任保险为法定

保险。

行政推动模式能够发挥

行政机关的组织和动员能

力,利 用行业主管部门的权

威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发

展。但以行政强制手段推行

的医疗责任保险使医疗责任

保险的需求建立在行政干预

的基础上,而 非医院的内在

自发行为,由 于缺乏医院的

认同将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欠

缺持续发展动力。一旦行政

干预不足,医 院投保将出现

反弹,医 疗责任保险必将面

临大的波动甚至是倒退。同

时,在 行政职能由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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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向间接宏观调控转变的

时代背景下,以 行政力量干

预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

违背了行政权力的行使范围

与宗旨,也 容易导致行政机

关与医院关系的尖锐。 因

此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推

行并不适合采用行政推动模

式。

从性质上看,强 制医疗

责任保险具有一定的社会公

益性,发 挥着弥补受害患者

损失、减轻医疗机构赔偿压

力和分散医疗风险以及防范

医疗纠纷的重要作用,因 而

具有准社会保险性质。可见,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虽然并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也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

部分,但 在一定程度上却发

挥着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

而各国对于这种具有社会保

障或准社会保障性质的保险
一般采取立法方式将之确立

为法定保险,通 过国家法律

的规定强制实施。同时,通过

立法推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的发展有利于发挥法律的权

威性、强制性,将购买医疗责

任保险作为医疗机构的法定

义务,促 使医疗机构积极投

保,并 进而使投保行为转变

为内在自发行为,从 而避免

行政推动模式下可能出现的

弊端。

2、强制 医疗责任保

险的定位

从传统看,责 任保险的

目的是分散风险、填补损害,

但是随着责任保险的发展,

责任保险对受害人的保护价

值日益受到重视,从 纯粹的

填补损害发展到对受害人的

利益的保护,其 突出表现是

法律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直

接请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杈

利。由于责任保险建立在自

愿基础之上,投保人(被保险

人)是 否投保完全取决于自

愿,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

拒绝投保,责 任保险的基础

政策目标势必落空。而强制

责任保险制度则有利于弥补

以自愿为基础的责任保险在

保护受害人利益方面的缺

陷。因此,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责任保险

越来越倾向于对受害人利益

保护的政策目标。从这个角

度出发,强 制医疗责任保险

的首要目标是弥补受害人损

失,保护受害人权益,其次才

是分散被保险人的责任风

险。       ·

既然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主要是为了保障医疗损害中

受害人的利益,它 通过强制

投保人投保来增强被保险人

的赔偿能力,但 强制投保无

疑是对保险人财产的一种限

制,这 种限制应当处于社会

公益目的,而 不应用于获取

经济利益:这 就决定强制医

疗责任保险应按照 “无亏无

盈”原则来经营。否则,如果
一方面强制投保人投保,另
一方面又允许保险人获取利

润,实行商业化经营,不仅有

剥夺他人财产之嫌,∮而且与

重点保障受害人的立法旨意

相违背。另外,奉行“无亏无

盈”原则,保险人在制订保险

费率时不必考虑利润因素,

有利于降低保费水平,减 轻

投保人的保费负担。

3、责任范围的确定

保险理赔范围直接关系

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

益。具体到强制医疗责任保

险,则 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

问题:

第一,强 制医疗责任保

险的承保范围局限于医疗事

故,还 是包括非医疗事故损

害,如 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

疗过失损害、困医疗意外导

致的损害等。医疗事故是《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所规定

的一个特定概念,是 指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

动中,违 反医疗卫生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

;已



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

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但医

疗事故并不等于医疗过失损

害,根据《条例》第 4条 的规

定,要 构成医疗事故必须达

到“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

的严重程度,而 对于不明显

的损害则不是医疗事故,医

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可

见,《条例》有关医疗事故的

界定实际上限制了医疗机构

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但是,

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

过失损害,根据《民法通则》

的规定,医 疗机构仍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为充分发挥医

疗责任保险保障患者利益和

分散医疗赔偿风险的作用,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范

围应包括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在医疗活动中因过失造成

患者的人身损害。鉴于医疗

责任保险建立在过失的基础

之上,因此,强制医疗责任保

险的保险范围应定位于医疗

过失损害,而 不应仅局限于

医疗事故。

第二,强 制医疗责任保

险的理赔范围是局限于经济

损害,如医疗费、误工费等,

还是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不

应含糊,必须分清。精神损害

赔偿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比

例很大,受 害人也夸大精神

损害的动机。从保险人方面

看,精 神损害赔偿会加剧逆

选择和道德风险出现。这都

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运

作。从稳定医疗责任保险发

展的角度出发,应 对精神损

害赔偿的理赔进行限制。尤

其是强制保险具有很强的社

会公益性,其 保障面应当是

基本的而不充分的。因此,强

制医疗责任应重在保障受害

人的经济损失,弥 补受害人

的物质损害,理 赔范围不应

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强 制医疗责任保

险的理赔范围仅局限于侵害

生命健康权所导致的损害,

还是包括侵害隐私、名誉权、

知情同意权等精神性人格权

所导致的损害呢?医 疗过失

行为不仅可能侵害患者的生

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物质

性人格权,也 可能侵害患者

的精神性人格权。对于后者

可能并没有造成物质损害,

但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医

疗机构仍要承担赔偿损失、

赔礼道赚、消除影响等民事

责任。从性质上讲,侵害精神

性人格权的损害属于精神损

害赔偿,如上所述,不应纳人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理赔范

围。尤其是侵害精神性人格

杈一般并不会造成受害人物

质方面的损失,而 强制保险

的重点是弥补受害人的经济

损失,为 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提供物质保障。因此,强制医

疗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应局

限于侵害生命健康权所造成

的损害。

可见,强 制医疗责任保

险的责任范围应定位于因医

疗过失造成患者生命健康权

所导致的经济损失。

4、责任限额的确定

责任限额的高低不仅关

系到医疗责任保险对受害人

的保障水平和对被保险人的

风险分散能力,也 直接影响

到保险人的赔偿负担和经营

风险。如果责任限额过低,首

先将导致被保险人和第三人

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使 医疗

责任保险无法发挥弥补患者

损失、分散医疗机构赔偿风

险的作用。相反,如果责任限

额过高,首 先将导致保险人

无法合理控制风险。由于强

制保险的承保面大大超过商

业责任保险,赔 偿方式也由

合同约定改为法律规定,所

以高责任限额必将大幅度提

高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其次,

高责任限额也可能诱发道德

风险,导 致被保险人在缺乏

外在压力和内在约束的情况

下,疏 于其注意义务和勤勉

巴 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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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义务预防和避免医疗损

害的发生;最后,高责任限额

不可避免地导致保费水平较

高,如 果超出投保人的负担

能力,必然会降低投保率,从

而影响强制保险的承保面,

因此,应当在精神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

合理制定并适时调整强制医

疗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水

平。

5、保险费率的确定

费率水平是否合理直接

关系到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

推行能否成功。保险费率是

根据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损

失概率、责任范围、保险期限

和经营费用等多少而计算

的。但J总体上而言,保险费率

的确定既要考虑保险人的经

营风险和经营成本,也 要考

虑被保险人的承受能力,尤

其是当前我国医疗机构规模

普遍偏小,不 少医疗机构经

营困难、效益不高,强制投保

不应明显加重其负担和经营

成本。同时,在保险费率厘定

方面,为 发挥医疗责任保险

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的作

用,应实行弹性费率,将保险

费与事故记录相联系,依 投

保前的事故率来确定保险费

率。即保险公司可以依据医

院或医生的事故发生率来确

定其投保费率,以 促使被保

险人提高注意义务减少事故

的发生。

挺、第三人直接请求

权 ·

找国保险法并没有规定

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

权。在实践中,多数国家和地

区的强制保险制度都赋予了

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

权。如美国威斯康星州保险法

规定:“承保因过失致人损害

的责任保险人,以保险单约定

的保险金额为限,对有权请求

被保险人赔偿其人身伤亡或

者财产损失的人负有责任,不

论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是否

依照判决而最终确定。
”此规

定方能真正发挥责任保险保

护第三人的主要功能。强制医

疗责任保险的首要目的是保

护作为第三人的患者的利益,

为使滕者在发生医疗损害后

能够即时从保险人处获得赔

偿,使 医疗纠纷即时得以解

决,避 免医患关系的恶化,有

必要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的

直接请求权。

强制投保下的医疗

责任保险之发展

医疗责任保险的强制投

保解决了该保险产品的市场

需求问题,但 也可能因此带

来一定的弊端。在强制投保

的情况下,保 险公司没有必

要担心市场需求问题,∶因而

也就丧失了更新产品与优化

服务的动力。特别是在保险

市场竞争不是、发育不成熟

的情况下,强 制投保的方式

将缺乏使医疗责任保险缺乏

持续发展的动力。如何保证

保险人能够提供市场需求的

保险产品并实现保险市场的

充分竞争,将 是强制医疗责

任保险实施后必须要考虑的

问题。一般可考虑以下途径:
一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竞

争机制,培 育市场竞争主体,

通过保险人之间的竞争实现

保险产品的不断升级优化。面

对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

展潜力、广泛的社会影响,任

何保险公司都不会忽视这一

难得的发展机遇,将纷纷更新

自己的产品,从而形成充分的

市场竞争。但从目前看,我国

医疗责任保险仍处于起步阶

段,保险公司在很多地区仍处

于垄断地位,尚未形成充分的

市场竞争,通过市场机制推动

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仍面临
一定的障碍。

二是通过保险人与投保

人之间的供求博弈实现医疗

责任保险的发展。尽管医疗

机构有投保的法定义务,但

是仍享有选择保险人的自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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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卜作为需求方,投保人可

利用帝场需求影响供方的行

为,苞 括促使保险人不断优

化保险产品和服务水平,使

保险产品不断满足自身需

求。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松

散的投保人并不具备与保险

人通过谈判共同决定保险产

品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可

考虑由卫生行政部门或医疗

行业协会代表医疗机构,作

为保险市场的需求方,选 择

保险人投保。这一方面可以

增强需方的谈判能力,从 而

与保险人形成势均力敌的市

场抗衡力量;另
一方面,可以

增强保险人之间的市场竞

争,使 保险产品和服务不断

满是市场需求。    .

的保险曩驾∶晷礓盆簧篱霜

控促进医疗责任保险的发

展。作为法定保险,强制医疗

责任保险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质,是 国家实现特定目标的

手段,因 而不能像商业保险

一样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

为保障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

符合强制保险的特定目标,

国家有必要采取法律乃至行

政手段对医疗责任保险的运

行进行适当的干预,如 合理

确定责任限额、保险范围、费

率和服务水平等,从 而使医

疗责任保险真正发挥弥补患

者损失、防范和化解医疗风

险的功能。

(作者单位:江西中医学院、

江西省保险学会)

Ⅱ

(上接 48页 )诸葛亮驾驭整

个集团的办法,井井有条地治

理“刘氏公司”
。而诸葛亮也从

出隆中后,一 心扑在工作上,
ˉ辈子都用在了 “刘氏公司”

的发展大业上——孙刘结盟、

火烧赤壁、巧借荆州、西进汉

中、人主蜀地、七擒孟获、六出

祈山,为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在

才智方面不如孔明,但在识人

和用人上不逊孔明。在白帝城

临终托孤时,刘 备曾问孔明,

马谡之才如何,孔明说是熟读

兵书、是个将才;刘备则说其

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后来

果然在街亭之战中应验,使孔

明兵行险招“空城计
”
才得以

逃生,舞台上也有了挥泪斩马

谡的唱本。刘备还用了反弹琵

琶的托孤艺术手法,使得刘备

死后,孔明也会竭诚辅助孱弱

的后主刘禅,无半点取而代之

之心,直到五丈原呕心沥血而

死。刘备作为“童事长”
,用人

讲大原则大方向大风格,诸葛

亮作为“总经理”
,直接面对着

市场中各种经营风险,一生用

人讲求稳健谨慎,所以一辈子

除了万般无奈的“空城计
’’9卜,

是不会轻易用险招的。手下大

将魏延是一个敢用险招的人,

曾建言孔明出奇兵取魏都,孔

明终其一生都未采用,且处处

节制他的计谋付诸实践;直到

他死后,还用谋反的罪名诛杀

了魏延。魏延要反早反了,孔

明其实是怕他死后无人可以

驾驭魏延,而他一定会用险招

去攻击曹魏集团,一旦失败则

会误了蜀国,故诛杀之占孔明
一辈子致力于北伐大业,非不

用心,在天时地利。历史自有

它的发展规律性,非人力所能

及也。

当然,刘 备用兵也有败

笔,他
一怒之下,为报关、张之

仇,不听诸葛亮劝言,亲自提

兵伐吴,连营七百里,被东吴
一把火烧得落荒而逃。人一旦

失去理智,其智也谬然。

《三国》之中多智慧,这一

孔之见,不知妥否。我想要说的

是,《三国》中的这些人和事,对

今天的我们,对我们的公司或

许能从中得到什么启迪。(作者

单位: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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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志民

近年来媒体对保险公司的保险纠纷进行

了诸多报道,虽然反映的问题千差万别,但究

其实质与我国现存的营销体制不无关系。

在寿险市场迅速发展、保险率密度、保险

深度同时获得提升的同时,在 发展中存在一

些问题在所难免的。zOoo年 初,尽管中国保险

业总资产首次突破 1万亿元大关,完 成了从

千亿级到万亿级的跨越,但 经历了多年⒛%

以上高速增长的中国保险业悄然降温,一 直

创造神话的寿险保费收人开始出现同比负增

长,部 分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罕

见的负增长。众多寿险公司业绩

下滑严重,整 个市场的代理人队

伍均处于调整状态。

在国内引人代理人营销体制

十多年后,国 家有关机构开展了

针对全国保险消费需求状况的调

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对保

险公司的满意度普遍较低,较 多

的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销售方式

表现了无奈、冷漠的态度。调查还

发现,寿 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存

在模糊的劳动关系,如 对违反寿

险公司有关规定的代理人实行考

勤制度、纪律管理,对代理人发放

底薪等,但 其又非寿险公司的员

工,没有签定劳动合同。在展业时

寿险代理人又以保险公司员工名

义展业。同时代理人流动率和流

失率较高,为了眼前利益,造成很

多代理人的短期行为。

因寿险代理人营销体制的缺

陷而引发的各种保险纠纷层出不穷。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保险代理人整体素质不高,职业道

德观念不强,恶意承揽业务事件层出不穷。由

于寿险代理人工作在社会人群中角色和地位

不高,较难吸收到需要的人员,而各家寿险公

司在保费任务、代理人数的巨大压力下,对增

员对象便没有设定严格的门槛限制。因此,保

险公司招聘的业务员多为待业人员、下岗人

员。这些人多数并非从事保险代理工作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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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人选,经 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和简单的考试

就上岗销售,甚 至在没有取得代理人资格证

书,对保险业务知识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仅凭

借自己所谓的关系便从事保险代理业务,这

就很难达到专业化的服务标准,易 引发各种

纠纷。保险代理人的收人是根据其完成的业

务量决定的,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根本不考

虑自己的职业道德、客户的利益、公司的利

益,利用客户、公司的信任,采取为了佣金高

的险种为客户设计不适宜的保险、夸大保险

责任、与他人勾结进行不实告知或保险欺诈

等手段,导致退保、理赔纠纷不断,严重影响

了保险公司在广大群众心中的形象。

其次,重业务、轻管理,盲目追求保费业

绩,监管措施不力。虽然现阶段保险公司总体

经营方向已向提高业务质量和经营效益转

变,但 在实际操作中各机构业务由于保费任

务的要求,只重业绩轻后期服务,致使少数代

理人为了完成保险任务和佣金,诱 发误导欺

诈客户的情况时有发生,而 针对代理人的管

理缺乏有效制度和执行,使 得该情况难以杜

绝。

第三,经营成本虚高,轻视后期服务,承

保质量存在诸多问题。新成立的保险公司进

人保险市场后,为了迅速拓展业务,以高薪向

同业挖“墙角”
。为了提高营销任务,不断给予

竞赛奖励、提高佣金比率等手段增加营销成

本。这些偏重营销业务的行为,忽视了客户的

后期服务,导 致无人员无费用进行有效服务

和维护。另外,由于代理人脱落或者当初欺诈

客户被识破后,保 单失效和退保现象近年来

快速增多现象,反映出业务承保质量不高,使

得保单持续率不断下降,并 形成部分孤儿保

单,后期服务无法有效开展。

寿险营销存在的这些问题,只 有通过营

销体制的改革方可消弥。如何改,本文抛砖引

玉,以期“百花齐放
”
。

-、建立代理人的行业监管体系

保监会制定颁布了 《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职业道德指引》、《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等

文件,保险行业协会颁布的《保险代理从业人

员执业行为守则》,对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

活动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方面作出了详细规

定,有 利于从制度层面上规范保险代理从业

人员的经营行为。虽制定了有关制度、守则,

但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不尽合理,保 监会保险

监管力度不够,保 险行业协会作用未能得到

有效发挥等原因,有的制度执行的力度不大,

不能有效对违法违规情形进行处理。可以考

虑借鉴美国的保险监管体制,采 取政府监管

和行业自律并行的监管方式,实 现全国范围

保险从业人员信息化管理体系,实 现便捷的

代理人信息发布和查询网络,有 效实现信息

共享,完善代理人的信用资格评定工作和“黑

名单
”
制度,对 违规违纪人员的处罚落到实

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树立诚信服务、专

业展业的行为规范。加强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执业证考试的监察,保 证从业人员的素质和

专业化水平。

二、建立专业的代理人公司,减少代理人

数

虽然专业代理公司在寿险业务占比不是

很高,但是近年来其发展迅速,业务占比不断

提高。专业代理公司能克服寿险(下转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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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勇

寿险公司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营销报酬

激励制度是营销经营管理中的一个基础课

题。目前,我国寿险公司的代理人报酬是以佣

金为主,再加奖励的制度,这在市场启动开发

前期,具有-定 的激励作用。但随着市场发展

和时间的推移,这 种制度日益显示出明显的

不足:由于销售的波动性,代理人收人具有不

稳定性;公司佣金、津贴计算过于繁杂,增加

了管理方面的人为困难;奖 励的设置也具有

相当的随意性、阶段性和有限J眭
。单纯佣金制

已不适应代理人队伍的稳定和专业化、职业

化的发展,造成了营销管理上的诸多困难。要

建立一套有效的报酬制度就必须兼顾佣金、

奖金、薪金三种报酬的作用,同 时兼顾代理

人、公司和客户三者的利益,这就要求报酬制

度中的主要部分以长期利益为基础来增加制

度的稳定性,其它部分则保持适度弹性,以便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加以变化调整。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上饶分公司原营业部

在 1999年 度试行代理人以年功津贴形式发

放的年资薪金办法,作 为现行代理人佣金报

酬制度的一个补充和创新。现将年功津贴方

案设计介绍如下,以抛砖引玉:
-、设计思想

本实施方案本着稳定代理人队伍,鼓 励

代理人走职业化道路,增 强代理人收人稳定

感与归宿感,嘉奖业绩突出人员,留住优秀骨

干的的原则,突出工龄,效益和公平兼顾,长

短利益结合,推动业绩与增员,调动代理人工

作积极性,形成良性持续力。

目前的代理人报酬收人中以佣金和奖金

为主丿注重效益,对业绩突出者富有激励性,

但也存在着短期利益的误导,且 对大多数代

理人缺乏吸引力,对营销主管也缺乏动力,管

理津贴远远比不上佣金和奖金收人,使 队伍

结构失衡,主管队伍后继乏力。对资深代理人

江 西 保 汾 2∞ 6年 (珀 )



试行年功津贴有利于稳定骨干队伍,有 利于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他们认识到从业时间

越长,越有回报,使他们能够长期服务于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

营销报酬设立必须要长期利益和短期利

益相结合,并 随着代理人从业时间的增加和

业绩的积累,应增加长期利益部分,增加收人

的稳定性,但也要考虑到现时的贡献度,使其

短期利益保持适度的弹性,以 根据现有业绩

及时加以调整,避免
“吃老本

”现象的出现。同

时还要考虑代理人在各阶段的总收人中佣

金、奖金、津贴各部分的比重的变化,按照代

理人Bg职业生涯规划来配置收人,有 利于代

理人在中国人寿长期从事寿险营销事业。

二、设计原则

1、适度性原则

报酬设计应考虑现实的销售成本的承受

能力,在 成本许可的范围内使代理人收人适

中,不会过高,也不能过低,既满足代理人需

要,又满足公司控制成本的需要。

2、激励性原则

报酬制度建立在效益的基础之上,按 代

理人的业绩和贡献来丽定,同时,要给代理人

以激励,使其努力扩大业务量,提升职级,并

对公司各项活动的开展起积极作用。

3、吸引性原则

报酬制度应富有竞争性,要 优于其他行

业和同业对手的同类规定,以 吸引优秀的营

销人才。

4、稳定性原则

理想的报酬制度,应 能使代理人每月都

有较稳定的收人,感 到有一定安全感和稳定

感,不致影响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情绪。

5、相称性原则

代理人的报酬应与其本人的能力、业绩

相称,并 且也应与公司内其他人员的报酬相

对平衡,决不能厚此薄彼。

6、灵活性原则      ∷

报酬制度应能促进公司业务的长期发

展,又 能根据公司现阶段的工作重心和代理

人的职业生涯以及人员结构加以灵活调整。

7、公平性原则

代理人对公司的贡献还表现在服务年

限`服务质量、服务信誉及代理人的专业素质

等方面,所 以应建立对代理人的综合考评体

系,报酬制度也应与之相适应,建立公平的报

酬制度尤为重要,要 使大家认识到制度面前

人人平等,只要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职级作

出相同的业绩,都能获得相同的报酬。

8、可操作性原则

报酬制度应易于为有关各方所了解与接

受,且便于操作与管理。

三、设计项 目与标准

1、年功津贴基数(见表一)

年功津贴基数应以工龄(从业年资×年)

为纵向指标,以累计新单业绩(标准保费)为

横向指标。年限以一年为起始,起始业绩设定

为十二万元,兼顾年均业绩。工龄短、业绩高

则基数高,激励在短期内出高业绩;工龄长、

业绩低则基数低,防止吃老本;同档工龄,业

绩越高,基数越高;同档业绩,工龄越长,基数

越低;工龄长者,新单业绩可能逐年递减,则

又从工龄系数中得到平衡补偿。

年功津贴基数随业绩呈正态递增,业 绩

档次逐步提高,从密到疏,让中低业绩者有较

高的基数,对高业绩者进行一定限制(因其佣

金、奖金和续期收人较高),缩小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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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年功津贴基数表

鞒 12 20 30 40 50 65 80
100

及 以 上

I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2 50 ∞ 70 80 go 1∞ 110 120

3 佃 50 60 70 80 90 100 110

4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 30 40 50 ω 70 80 90

6 30 40 50 60 70 80

Ⅱ

2、职级系数(见表△)

职级系数按《个人代理人管理办法》的各

职级基础业绩量进行测评,以 业务主任职级

为基数△、随职级逐级提高,但各档次不宜

拉大,有利于打好队伍的基础,再则考虑到目

前主管均处业绩较高的档次,其业绩较高,佣
金较高,奖励较高,且有管理津贴,收人来源

较多。各级主管职级系数不宜过高。职级系数

根据队伍沭况可录活调整,系数向资深代理

人倾斜,有利于提高队伍素质,提 高八均业

绩,吸引更多代理人走专业化道路;系数向主

管倾斜,有利于增员,壮大队伍,增员增业绩,
提高业务量。但目前,应向业务员系列倾斜:

与主管系列差距不宜拉大。

表二:年功津贴职级系数表

职级 业务主任 业务经理
高级业务

经理
组经理 分处经理 处经理 分部经娌 部经理

系列 1 ⒈3 ⒈5 ⒈3 ⒈4 ⒈5 1.6 1.8

3、工龄系数(见表三) 业绩并不能反映代理人的市场贡献,对客户

户
了保证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巩固兮 的 良好服务,服务年限越长对市场和公司的

G、
司叩等

营成果(培养的^才 ),在公司发展的 贡 献越大,故年资越长其报酬也就该高。年

不同阶段应采用不同的报酬系统。公司进人 功 津贴计算中,工龄的杈重最大:故工龄系

稳定发展阶段,采用高佣金、低奖励、高福利 数 要拉开,随 着工龄的增加拉大系数差距,

有利于资深骨干的稳定,工龄长意味着对客 年 功津贴也增加,激励代理人走资深专业化

户的服务时间长、对公司的贡献大。单纯的 道 路。

表三∶年功津贴工龄系数表

工龄 1年以下 1 2 3 4 5 6

系列 0 ⒈2 ⒈5 ⒈9 2.4 3 3.2

4、年功津贴计算公式

年功津贴=年功津贴基数×工龄系数×职级系数 (作者单位:国寿上饶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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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营销路漫漫,十 年风

雨,十年历程,见证了寿险业的

繁荣与辉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

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寿险营销

造就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的精锐之师——营销高手队伍,

且不说如果按照⒛/8o定 律测

算,他 们创造了公司 gO%的 业

绩,无愧是寿险公司营销业务发

展的中坚力量。但如果仔细研究
一下就会发现,在 众多的高手

中,真正做到业绩年年稳定上升

的人却并不多,不少高手还出现

业绩逐年下降,甚 至脱落的现

象。瓶颈效应已经在我们的营销

高手队伍中逐渐显露出来。

是什么因素制约了高手们

的持续发展呢?
一直以来,赚钱观念充斥着

我们培训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

的高手就是在这种观念不断强

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动

力在从事寿险营销的初期十分

有效,一些人脉资源丰富的营销

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业绩

高手并被渲染,更 加强了这种观念。久而久

之,追 求金钱既是动力也是目标则被营销人

员普遍接受。

但当有的营销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和打拼后,获得了一些荣誉,拥有了一定的金

钱,过上了一种不错的生活,人脉资源也消耗

殆尽之时,继 续展业的动力也就开始大打折

邹春亮

扣了。
“干吗还要去拼、去搏?还要去忍受别人

给予的心灵打击?〃这种以追求金钱为目标的

工作动力没有了,最终的脱落也就不可避免。

其实,在国内外寿险界,无数成功的先行

者告诉我们,真 正的营销高手,真 正的成功

者,无
一不是摆脱了追求金钱的制约,他们成

功的动力是来源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以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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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荣誉、对成功事业的追求。正如美国百万圆

桌会议(MDRT)终 身会员、寿险推销大师温比

多·A·柏·巴罗在其著作《激励的力量》书中所

说:“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人

寿保险。所以我把推销寿险当作刻不容缓的

大事,所以我把推销寿险当作一种信仰,一个

使命,所以我一见到人就要他买保险;我们推

销明天而不是今天,未来而不是现在。我们推

销平安、心灵的平静、人性的尊敬,使人们免

于恐怖,免于匮乏。
”也正因为凭着这种信念

和动力,使得教了二十年书,到四十四岁才改

行推销人寿保险的巴罗创造了推销人寿保险

的奇迹:他的前三个月推销额达五十万美元,

前九个月推销额达二百五十六万美元,前 三

年推销额达六百万美元;公 司每年有两次年

度推销竞赛,巴罗参加七次,得了五次第一
,

这七次竞赛中有三次打破百万美元大关,最

低的一次当月还有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美元。

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并 且热衷于社

会公益,防痨协会、小儿麻痹预防促进会都有

他的参与。他的声名遍布全美,不仅许多世界

性的杂志为他作专题采访,寿 险公司及许多

保险公司也都纷纷邀请他作为决策人。
“
君欲取之,必先予之”

,只有把寿险营销

建立在为大众服务,为社会奉献,为他人谋福

利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只有把寿险营销作为终生事业来经营,才 能

在工作中真正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获 得成

功并拥有快乐。   '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两者的不同。

当遭遇客户无礼拒绝时,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

高手马上就会放弃而重新选择下一个目标,甚

至心灵会受到打击,产生“
干吗要受这份气

”
的

消极情绪。而以体现人生价值为目标的高手就

会认真分析:客户何以如此?反省自己的行为,

重新确定应对方案,最 终找到赢得客户的方

法。以实现人生价值为目标的营销高手不会放

弃任何一个客户,敢 于面对任何困难的挑战,

其结果就是业绩稳步上升,事业不断发展。

概括起来说就是:人 生价值的体现永无

止境,而对金钱的拥有极易满足。

(作者单位:国寿上高支公司)

厂ι
(上接 42页 )代 理人营销体制的入场许多

弊端,尤其是代理人角色定位的问题,可以使

寿险公司从目前对代理人繁重的管理事务中

解脱出来,致力于寿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提高

寿险业的专业化经营水平,从 而减少寿险公

司的经营成本。专业代理公司的建立,可为代

理人提供一个舞台,大 部分寿险代理人将转

人专业代理公司,对代理人实行专业化管理,

减少代理人的流动性,提高代理人的素质。

三、实现多元化发展道路,丰富营销渠道

针对专业代理公司中部分营销能力强、

业务专业的代理人员,可 以考虑与其签定劳

动合同,使他们成为寿险公司的正式员工,寿

险公司提供基本底薪、劳动福利及社会保障,

并根据其业务量大小给予-定 的奖励。转变

公司自身的销售渠道,由 寿险代理人营销制

度向网络销售、电话销售发展,并在市场发展

成熟时可以把营销外包,加 强保险公司的经

营核心部分,更加专业化,减少风险。

(作者单位: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

江 田 保 险 2∞ 6年 (增 )



0
三国时期,霸主争雄。曹

操、孙权、刘备都在抢天下,各

有各的抢法:曹操
“
挟天子以

令诸侯
”
;孙杈“

割据江东,划

江而治
”
;而刘备则打出“

仁义

刘皇叔
”
的大旗,从一介布衣

的弱势中突起,从市井之中卖

草席的一个小商贩,变成一国

之君,最 终形成三足鼎立之

势。
“水煮

”
《三国》,题 材太

大,煮不熟,烹不烂。这里单从

曹、孙、刘三家集团公司的管

理架构来小炒《三国》,以小炒

蜀国为主。曹操用人,是英雄

不问出身,天 下英雄皆归附

之,成人才济济之势。在怎样

管理这些人才和治理“
曹氏公

司”上,曹操采用既当童事长

又当总经理的方法,其手下人

充其量当当参谋长或者部门

经理,人才很难出头,就是枭

才司马懿也是等其身故后方

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因此,曹

操一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

且疑神疑鬼,最终落得脑中风

不治而亡的下场。简单地说,

曹操是由于产权和经营杈不

分,积 劳成疾所致。
“孙氏公

司”
用人讲究来路出身,江南

凤雏庞统因其貌不扬1门第不

高:为孙权所弃,最终为刘备

所用。在组织架构上,孙权采

用的是过渡型的产权和经营

权分离的棋式,初期周瑜当过

总经理,也 很有点经营权,但

周瑜死后,经营杈上收,授权

有限,最终日益积弱。klj备工

生,虽然也求才若渴,但由于

用人标准高,所 以能人不多;

虽然人才大多是精英,且极为

忠诚,但到了后期,遭遇了“蜀

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
”
的尴

尬。在人才的比拼斗法上,刘

备棋低一着,但在用人和公司

的管理架构上,刘 备棋高一

着,甚至有现代企业管理的雏

形。汉朝开国阜帝刘邦在一次

庆功宴上坦言说,“理财识才,

我不如萧何;出谋划策,我不

如张良;统兵打仗,我不如韩

信。我得天下在于能驾驭和使

用你们这些有才干的人。
”刘

各是刘邦的嫡世孙,在用人问

题上也有遗传吧。刘备先得徐

庶,本来想让他当〃刘氏公司”

的'总经理,无奈被曹操用极端

的方法挖走了。徐庶走马荐诸

葛,≡顾茅庐得诸葛。一旦得

到诸葛亮,便初次显现了刘备

这个董事长用人不疑的胸襟。

孔明初用兵,首 战博望坡,刘

备知道他的铁哥们关羽、张飞

很看不起这个弱不禁风的“诸

葛村夫
”
,在点兵布将前,当众

将其兵符和佩剑这两个象征

着经营权力的东西交给了诸

葛亮,正式任命他为
“刘氏集

团公司”
的总经理,总揽∵切

经营事务。张飞在受命前大吵

大闹,戏说
“我们将士在前方

搏杀,军师在家好舒服呵!”火

烧博望坡,轻松胜曹兵,关1张

也是爽快人,从此就服了这个
“总经理”

,再也不敢倚仗自己

的大哥是董事长而意气用事

了。从此以后,刘备就通过驾

驭诸葛亮、 (下 转 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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趔羹轰 臧

▲ 太保 寿险 江 西分公 司举 办2006年 春 季

客户服 务 专 员培训 班 ,共 有100余 人 参 加 了

此 次培训 。 图为培训 现 场 。

(张 思静  摄 影)

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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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三 月 份 ,太 保 财 险 江 西 分 公 司

积极 开展 以
“
消 费与 环 境 、销 售 与服 务

”

为 主 题 的 保 险 服 务 月 系 列 活 动 。 图 为
“
315″ 当天 该 公 司与 当地 消 费者 权 益保

护 局联合 开展 的 咨询 活动 。
(刘奇贵 摄 影)

▲ 人 保 财险 南 昌市 分公 司在
〃
3,15” 消

费者 权 益 日,开 展
“
诚 信服 务

”
活动 。

(夏 民华  摄 影)

▲ 平安 人 寿 江 西 分公 司 不断 提 高 员工 专业 技

能 ,图 为 员工 培 训 时 的 场 景 。 (汪 宏 宇 摄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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