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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

B5

营销人海战术背后：十单保险中七个是
“自保件”
本报记者 宋文娟 北京报道

今年的保险行业，两大与人
力资源相关的现象引人瞩目。
一边是某知名险企鼓励内部

干部停薪留职，
出去创业。

闻，
干部离职创业才是。

另一边却是六大寿险公司保
险营销员人员数量继续破新高。

但是，疫情持续之下，各大公
司都在拼命裁员保存实力，大规

熟悉保险行业的人都知道，
保险行业营销人员新增并不是新

模新增营销人员又隐藏着怎样的
秘密？

入行“投名状”
业内人士透露，
保险营销新人购买自保件主要是为了销售破零，
因为销售保单之后，
他才能拿到底
薪、
相应的奖金以及业务佣金。
近期的行业交流数据显示，
前

保件，
无法绕过。

薪、相应的奖金以及业务佣金。
自从代理人踏入保险这一行业，
“自保件”

六大寿险公司一季度新增保险营

所谓自保件，
通常是业务人员

除了销售惯例，
保险营销新人

销员数量超过 70 万人。以某上市

为了通过考核为自己或家人投保

购买自保件，
同时还是公司提高新

险企为例，4 月 23 日，该上市险企

的保单。

人离职经济成本的手段，
“花了钱，

就相伴而行。

发布一季报，
显示其销售队伍总人

某资深营销员坦言，
自从其踏

认可了保险，
关键还要在公司把钱

而是底薪需要。每个月都有考核

数超过了 200 万，而去年年底其销

入保险这一行业，
“自保件”就相伴

赚回来。否则没有自保件的新人

指标。如果指标达不成，
可能会遭

售队伍规模才 184.8 万人，增长近

而行了。
“ 新人上岗基本第一单都

是注定要脱落的。
”

遇降级等，
为了达标，
只好购买‘自

20 万。

是出给自己或家人，
要不就是亲戚

从市场整体情况来看，
一季度

朋友。
”

购买的保险合同退保、失效、减额

成所在机构的“好指标”，也会要

金融稳定报告（2019）》指出，人身

交清，公司有权追回该保单所涉

求内外勤员工购买自保件。此类
“强迫”员工买自保件的现象，甚

保险业个人代理渠道“人海战术”

及的所有利益（包含但不限于佣

难以为继。自 2015 年资格考试取

金、主管管理津贴以及相关的业

消以来，保险营销人员数量大幅

务奖励等；对非现金的利益所得，

要给自己买足额啊，
正好你自己加

至在总公司层面也出现过。2012
年，某知名保险公司就曾被媒体

增长，由 2014 年的 325 万人增至

按公司购置成本折现予以追回。

一份‘自保件’
就可以晋升了。
”

曝出强迫员工买保险而引发市场

2018 年的 872 万人。营销员虽然

关注。

数量庞大，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业务员自保件、互保件不纳入“聘

人均产能低，脱落率高，靠营销员

才”方案，
“聘才”团队计算“聘才”

数量增加而提升保费收入的模式

津贴时对自保件进行剔除。

“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
言辞
恳切地向你推销保险，要不要买

付考核。比如，
主管会提示，
“你这
个月还差多少业绩就可以晋升了，

业人数增多利好营销员增员，
预计

呢？这让人很为难。”一位保险消

还有可以出单的客户吗？你自己

未来几个月保险营销员数量仍会

费者说。

有保险吗？咱们做保险的，
怎么也

伴随着营销员数量增长，
一个
保险业内讳莫如深的词汇——自

购买自保件主要是为了销售破零，
因为销售保单之后，
他才能拿到底

业内人士认为，
自保件管理不好，
有可能管理者自身是受益方。
管理者需着眼于长远，
而不是短期数字和升迁。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

速。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失业与择

业内人士透露，
保险营销新人

数百万
“韭菜”

保件’。
”
某业务员说。
一些基层机构负责人为了达

对于具备一定资历的业务员
来说，买自保件则多为冲业绩、应

寿险公司的营销员数量增长迅

保持一个不错的增长势头。

本报资料室/图

“自保件不是因为自己需要，

没有“赢家”的博弈

已不可持续。

一些保险公司在考核时，把

此外，为了预防自保件后期

虽然短期内因为自保件驱动，
保费实现了增长，
但是问题会逐渐暴露，
届时保险公司的续期与客服将面临一定的压力。
某保险公司运营负责人告诉

续费可能面临的困难，一些险企

到底薪、奖金和佣金，而从保险公

件按继续率 90%来算为 36%，相加

还会损失前期支付的佣金。所以

记者，
“由于保险行业有‘聘才’制

在品质管理规定中要求营销员投

有两个永恒的主题：准客户开拓
和 增 员（引 进 营 销 员 —— 编 者

司角度来看，自保件能带来新单
保费的增长。另一方面，自保件

继续率只有 66%而已。
”
该员工发现，2020 年 1 月和 2

与非自保件比起来，自保件的退
保阻力要大很多。

度，产生一些‘跳蚤’营销员在某

保三件及以上的自保件需预存第

公 司 干 一 段 时 间 ，后 来 因 为‘ 聘

二年保费。

注）。新营销员进来之后，除能达
成增员目标之外，还会带来新的

业务极易发生退保。
某险企续期岗工作人员在其

月继续率指标较低的主要原因
是，自保件或者隐形自保件未缴

近期，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业内人士坦言，受疫

才’到另外一个公司，拿到‘聘才’
后再跳到第三家公司。
‘ 聘才’结

件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与费力的

保单——因为新人中，不少人会
产生自保件。

日记中写道，
“ 看到品质监控报表
中一个机构 12 月自保件保费占比

费和离职业务员名下保单没有继

情影响，保险营销员难以在线下

束日就是新的跳槽日。
”
“ 进 来 一 批 人 ，进 来 一 批 保

事情。

与陌生客户面对面销售和建立信
任感，所以，其家人及亲戚朋友会

单，走一批人，走一批保单。”该人

何依旧收费困难？”某大型寿险江

士说。
据了解，为防范业务员离职

西分公司工作人员感叹。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保单

寿险公司基层的个险板块，

尽管如此，追踪与管理自保

“自保件天天谈，月月追，为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自保

达到 60%，件数占比达到 70%，我

续缴费造成的。
退保本是投保人的权限。但

件其实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保险公司离不开自

心里产生了很大的担忧。如果保
费占比小，可能对继续率影响还

由于自保件在前期拿走了相应的
佣金，而这些人又熟知保险公司

被一些公司鼓励作为营销对象，

保件，公司通过各种培训，向营销

不大，
但现在是 10 个人中有 7 人都

的流程，一旦这些业务员离职或

自保件也会相应增多。虽然短期

带来的自保件退保纠纷问题，险

品质差的源头，往往是因为某些

员灌输，
“ 自家的公司好、自家的
产品好”，
“ 自己都没有拥有的东

是自保件。
”
其分析称，
“ 如果按自保件平

者业务团队被同业公司挖走，往
往就会出现业务员各种“闹事”来

内保费实现了增长，但是预计这
些自保件的问题会逐渐暴露，届

企采取了一些管控措施。如，很
多保险公司要求营销员投保或上

环节有短期利益可图。自保件管
理不好，有可能管理者自身是受

西是卖不出去的”。从业务员自

均继续率 50%来看，60%的保费继

要求公司全额退保，而全额退保

时保险公司的续期与客服将面临

岗时就签订《业务人员自保件投

益方。管理者需着眼于长远，而

身来看，有了自保件之后就能拿

续率也只有 30%，剩下 40%的正常

对保险公司而言，不光没有保费

一定的压力。

保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如其所

不是短期数字和升迁。

随着此轮营销员队伍高速增长，

稳步提升经营质效 厦门银行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文/肖嘉祺

4 月 28 日，厦门银行 2019 年年
报数据显示，凭借审慎经营和稳健
发 展 ，该 行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速 达

要监管财务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放大特色 五大业务领域助力零售落地

在经营业绩、风险防控、管理效能、
服务品牌、业务转型等方面实现全

资产总额

面提升。

2469 亿元

6.22%

经历 2019 年“调结构、稳增长、
保收益、控风险”，
厦门银行将向“服

净利润

22.69%，不良贷款率下降 0.15 个百
分 点 至 1.18% ，拨 备 覆 盖 率 提 升
61.75 个百分点至 274.58%，各项主

务两岸、聚焦中小、区域一流的综合
金融服务商”的战略愿景更进一步。

17.36 亿元

夯实经营 盈利稳步提升不良持续下降
近年来，银行业不断提高资产
负 债 管 理 能 力 ，优 化 资 产 负 债 结

同比增长

在资产质量方面，2019 年该行
内控制度不断完善，
资产质量进一步

22.69%

拨备覆盖率

274.58%

2019 年，厦门银行积极捕捉

在信用卡业务领域，厦门银

行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网络金融业

市场机遇，持续完善产品体系，基

行依托对台背景与海西区位优

务的发展，
积极推动传统业务线上

本实现零售基础产品全覆盖；同
时，通过拓展销售渠道和延展服
务体系，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

势，进一步拓展信用卡发卡范围，
于 2019 年 6 月率先发布了大陆面
向台胞发行的专属信用卡。截至

化进程，报告期内，
“厦 e 站”持续
优化客户在金融和生活等多方面
的体验，完成“厦 e 站”电影票、储

金融服务。截至 2019 年末，个人

2019 年末，该行已累计发放台胞

金宝、
基金超市、
话费充值、
娱乐充

存款余额为 270.90 亿元，同比增

信用卡 2010 张。

值、
资讯频道和京东商城等功能模

长 66.51% ；个 人 贷 款 及 垫 款
404.08 亿元，
同比增长 31.23%。

在普惠金融业务领域，厦门
银行主打“美好时贷”系列产品，

块的建设，
增强客户黏性。
在理财业务领域，厦门银行

同比增长

提升

61.75
个百分点

在财富管理业务领域，
厦门银
不良贷款率

下降

统筹推进个人贷款业务结构调

净值型理财产品基础产品线布局

行持续丰富财富管理产品，
通过集
中科技资源优化财管产品销售渠

整、产品创新和多元化发展工作，
持续开展“银税互动”，坚持“一行

完成，封闭式、定开式和现金式三
大类净值型产品均已成功落地。

一策”原则，有针对性地为普惠金
融客户化解融资难题。

存续期预期收益产品资产负债结
构调整到位，规模有序压缩，零售

构。截至 2019 年底，厦门银行资产
总额达 2469 亿元，同比增长 6.22%；

夯实，
不良贷款率呈下降态势。2019
年末不良贷款率为 1.18%，
较 2018 年

总负债 2313 亿元，
同比增长 5.88%。

末下降0.15个百分点；
一般贷款拨备

在资产端，厦门银行贷款规模

覆盖率274.58%，
同比上升61.75个百

道，
并打造出了一支专业化的财富
管理团队，
为客户制定差异化的客

分点，
有效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户服务模式、
满足定制化需求。

1.18%
明显增加，2019 年年末扣除拨备后
贷款余额为 1050 亿元，较年初增加

0.15
个百分点

在网络金融业务领域，
厦门银

客群理财占比持续提升。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彰显优势 打造“两岸金融合作样板银行”
240 亿元，同比增长 29.64%，贷款占

年底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为 2.32%，

比由年初的 35%提升至 43%，
对实体

拨备覆盖率为 153.96%。厦门银行

经济的支持落到实处。在负债端，

数据表现优于行业水平。

厦门银行继续加大存款吸纳力度，

在资本充足水平方面，2019 年

被誉为“两岸金融合作样板
银行”的厦门银行，一直重视推进

的对台经营特色。
在服务台资企业方面，厦门

月 31 日，厦门银行直接服务台籍
企 业 718 户 ，存 款 余 额 42.36 亿

规划实施的收官之年。在“危”
“机”并存的背景下，厦门银行方

通过发行金融债等多种方式融入资

末厦门银行资本充足率为 15.21%，

两岸金融合作。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厦门银行拥有台籍零售

银行致力于对台金融产品创设，
针对台企的融资和汇兑需求，推

元，
贷款余额 17.62 亿元。
在两岸清算、结算及新台币

面表示，将坚持“稳中求进、回归
本源”的工作基调，围绕“调结构、

金，
保持负债规模稳定，
有力支撑了

高于银保监会公布的 2019 年四季

客户约 4.8 万户，管理的台籍客户

出了包括异地抵押融资、跨境融

现钞兑换方面，作为福建省内率

稳增长、保收益、控风险”的总体

信贷资产投放，2019 年年末吸收存

度 城 商 行 资 本 充 足 率 水 平

金融资产约 35 亿元人民币。依托

资、两岸通速汇、传真交易、即远

先同时具备三种两岸人民币清

经营目标，充分应对未来的不确

（12.70%）。近三年厦门银行管理效

台资股东背景及区位优势，通过

期结售汇、资本金与外债、股权转

算模式的银行，截至 2019 年末，

定性，在主动克服危机的同时，抓

让及不动产处分等一系列服务；
在台商聚集的厦门、福州、漳州、

厦门银行累计实现跨境人民币
代理清算额 827 亿元，保持厦门

住机遇，着力构建多层次、综合化
的金融服务体系，高效推进各项

市领先地位。

业务快速、稳定运行，确保高质量

款 1368 亿元，
同比增长 13.16%。
在盈利水平方面，2019 年厦门

能稳步提升，2017 年末、2018 年末、

银行营业收入达 45.09 亿元，同比增

2019 年末，厦门银行资本充足率分

对台资企业、两岸往来商旅人士
的服务及台湾银行同业的业务往

长 7.73%；实现税后净利润 17.36 亿

别为 14.62%、15.03%、15.21%，远远

来，厦门银行已逐步完成两岸金

重庆区域下设专司服务台商的支

元，
同比增长 22.69%。

超过 10.5%的监管要求。

融业务平台的建设，形成差异化

行或经营团队。截至 2019 年 12

2020 年是厦门银行三年战略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