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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大疾病保险 2019 年演进趋势

重疾险是目前健康险中最主力的产品线。从客户需求角度看，重疾险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于大额
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障需求；从保险公司角度看，重疾险是健康险中为数不多可以同时贡献规模和价值
的产品类型；从代理人角度看，重疾险的销售可以为他们带来较稳定和可观的收入。虽然从国际发达
保险市场的经验看，医疗险会逐渐取代重疾险的地位，但短期内受制于保险公司业务增长等战略诉求，
重疾险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最重要的保障性产品。
从宏观上看，在监管政策不断收紧、行业回归保障本源的背景下，全行业开门红连续两年受挫，
各公司寄业务增长的希望于重疾险的销售上，2018 年全行业重疾险新单保费收入已经突破了千亿大
关，2019 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从各公司策略上看，大部分公司仍然以升级迭代原有的品牌产品线为主，一个新的趋势是各大
型险企为提高重疾险的销量纷纷采取了以附加险促进主险销售的策略。2019 年是重疾险产品升级的
瓶颈期，小幅改款和优化是主流，比如增加多次轻症或重疾责任的给付次数和给付金额、增加特定疾
病额外给付等。

1. 重疾险经营策略趋势
1.1. 品牌产品线的迭代升级
对于已经形成市场影响力的“IP”级产品线，各家公司采取的策略是定期迭代。一方面，坚持品
牌化的产品经营可以极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提升市场影响力；另一方面，老品牌只有通过不断
迭代才能维持其市场活力，保证持续稳定的产出。迭代的方式通常以保持原有产品架构不变，在原有
基础上做小改款升级，费率水平略有提升。
以平安福为例，各年度主要升级点如下表所示。近期平安福进行了两次升级：第一次升级是在
2018 年 11 月，平安福升级到 2019 款，升级点在于增加了重疾和轻症的病种数量；第二次升级是在
2019 年 7 月，平安福升级到 2019 款 II 代，针对市场长期以来有争议的两个点做了升级：加入了轻
微脑中风、不典型心肌梗塞、冠状动脉介入术等高发轻症；和附加长期意外险解绑，附加长期意外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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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可选附加险。在 2019 年这个重疾险升级瓶颈期，平安选择了积极听取市场声音，对产品进行
完善和提升。
年度

主要升级点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首款平安福上市
升级轻症病种
升级重疾病种

2016 年




成人平安福增加病种数量，引入平安 RUN 概念
少儿平安福上市，新增少儿专属附加险



少儿平安福加入轻症多次赔付、癌症多次赔付、
疾病陪护金等责任



成人平安福加入轻症多次赔付、癌症多次赔付、
轻症后涨保额的责任




少儿平安福加入轻症后涨保额的责任
成人平安福增加了重疾和轻症的病种数量



少儿平安福增加了重疾、轻症和特定疾病的病
种数量
和附加长期意外险解绑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和平安福类似，其他市场主流重疾品牌线的升级也是集中在轻症责任的设计上：国寿福臻享版
将前代产品的轻症赔付次数由 1 次增加到 3 次；常青树多倍版 2.0 相比前代产品，将轻症二三次赔付
的比例由统一 30%提升至 35%、40%；太平福禄康瑞升级为福禄嘉倍，轻症二三次赔付比例由统一
20%提升到了 40%和 60%。

1.2. 重疾险优惠策略
在行业 2018 年开门红严重负增长的背景下，各大型险企为维持业务增长，纷纷转战重疾险市场，
且通过价格优惠来刺激销量。2019 年虽然开门红业绩仍不突出，但各家险企意识到了转型的重要性，
经营策略也不再像 2018 年那样措手不及，价格战在 2019 年显得冷静了很多。
平安的优惠策略是面向老客户和家庭单的：平安在 2019 年 4 月推出附加重疾险“福保保”，重
点面向“福”系列产品的老客户，保障责任类似精简版的平安福（只少了轻症涨保额和平安 RUN）。
老客户加保福保保，可免交最后 5 年的保险费，相当于费率 75 折优惠；平安在 2018 年推出了福上
福，面向同时购买多份平安福的客户给予优惠，福上福相比平安福免交了最后一期保费。
太平在 2018 年推出了价格极致的重疾产品，但在 2019 年考虑到新业务价值的压力，通过升级
产品的方式提高了产品费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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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场细分经营
（1） 按照投保人经济实力细分人群
从 2018 年开始，平安开始在平安福的基础上扩展福系列的产品体系，旨在满足不同客群的差异
化需求。 平安的重疾险设计思路是将客户群分成中低端、中端和中高端，分别以大小福星（2019 年
7 月上市）、大小平安福和大小满分（2018 年 6 月上市）匹配这些客群。我们以成人重疾（大福星、
大平安福和福满分）为例，说明三款产品的主要差异：
大福星

平安福

福满分

目标客群

青年、中低收入

中等收入

中高收入

起保金额

3500 左右

5000 左右

10000 左右

终身重疾/身故+（可

终身重疾/身故+额外

两全（保险期间至 60、

选）额外轻症

轻症+轻症后涨保额+

70、80 岁）+重疾+额

平安 run

外轻症

产品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策略的结果是出现同一销售渠道多条重疾产品线并行的局面，若不同产品
线间没有明确的规则、地域、激励水平做限定和区分，可能会导致各机构在确定销售策略上出现迷茫，
最终导致次要产品线冲击主力产品线结果。
（2） 按照被保险人细分人群
由于少儿重疾通常是一个家庭购买的第一份保单，且少儿群体的风险特性较好，因此各家公司
均对少儿群体单独开辟了重疾产品线。
市场主流的少儿重疾险可以划分成三类：
产品类型

少儿定期重疾

少儿返本定期重疾

少儿终身重疾

保险期间

30 年为主

30 年为主

终身

轻症+重疾+少儿特定

轻症+重疾+少儿特定重
轻症+重疾/身故+少儿特

产品架构

重疾额外给付+身故返

疾额外给付+身故满期
定重疾额外给付

保费

返还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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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渠道

互联网

代理人

代理人
通常是主力产品线的少

产品定位

获客

通常是单独的产品线
儿版

代表产品

复星联合妈咪保贝

太保少儿超能宝 3.0

华夏常青树少儿版

互联网渠道的少儿重疾险竞争异常激烈，参与主体众多，且产品迭代频率高。此类产品的设计
趋势是多次给付加分层给付。以复星联合推出的妈咪宝贝为例，该产品将重疾从轻到重分为轻症、中
症、重疾、少儿特定重疾、罕见病重疾，分别设臵 30%、50%、100%、200%、300%的给付金额；
此外该产品的轻症、中症和重疾责任均提供不分组多次给付责任。另外，保额递增是少儿险另外一种
设计思路，以瑞泰晴天保保为例，基本保额每两年增长 15%，至多涨至初始保额的 175%。

1.4. 以附促主
自 2018 年底以来，
“以附促主”的销售模式在重疾险市场出现并普及开来，代表公司包括新华、
平安、太平等。组合方式通常为“重疾主险+附加健康险”，附加健康险以特定疾病产品居多，碎片化
的保障责任容易切中客户痛点，满足其个性化的保障需求，且价格低廉。在这种销售模式下，对附加
险设计包装一些话题感较强的亮点，并要求必须与主险组合购买，目的是将附加险产品作为促进主力
重疾产品销售的工具，进而帮助渠道实现规模或者价值上的目标。以附促主的典型产品组合分析如下：
（1）新华：2018 年，新华在战略层面开启“以附促主”的销售模式，年底推出首款针对心脑血管疾
病的专项保障产品“附加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覆盖了 33 种高发的心脑血管轻重症疾病。该产
品作为附加险，要求必须与主险绑定销售，新华主推的三种组合计划包括：搭配防癌险的“康爱护心
保”，搭配健康险且回馈老客户的“健康无忧保”，以及搭配年金险的“盛世惠心保”。
（2）平安：平安在 2019 年推出的以附促主的附加险产品主要有三款，均为特定疾病保险，和大小
福星同步推出，作为福系列重疾主险的可选附加险销售。三款产品分别是：附加白血病疾病保险、附
加心脑血管疾病保险和附加肝肾疾病保险。
（3）太平：太平以附促主的策略通过“共享荣耀”系列实现，该系列包括三款产品：特定心脑血管
疾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附加多次给付重疾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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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定心脑血管疾病保险，要求必须与重疾险搭配销售（满足一定条件的重疾险老客户可单独投保该
产品）。
②长期护理保险，被保险人进入失能或失智状态则给付护理金，该产品要求与重疾险或年金险或指定
的分红两全险搭配销售。
③附加多次给付重疾险，作为主险单次重疾险的补充，赔付被保险人的二次及三次重疾（要求间隔期
一年），搭配销售的主险限定为福禄康瑞 2018 或福禄康瑞。

2.

重疾险形态演进趋势
从产品形态角度，2019 年未发现有明显架构性的变化，普通型终身重疾附带轻症多次赔付仍是

市场上最主流的重疾险架构。下文将介绍并分析 2019 年重疾险升级的几个趋势。

2.1. 轻症责任的升级
2019 年各家大型险企重疾险的升级点均围绕轻症责任展开。以友邦全佑惠享 2019 为例，该产
品的主要升级点如下：
（1）轻症种类从 30 种升级至 60 种；
（2）轻症最高赔付从 3 次变成 7 次；
（3）轻症给付金额随给付次数递增，七次的给付比例分别为 20%、20%、30%、30%、50%、50%、
50%；
（4）轻症保障取消 75 岁限制，延长至终身；
（5）轻症多次给付从分组变成不分组。
此外，如前文所述，平安福 2019 款 II 代增加了几种高发轻症；国寿福臻享版增加了轻症多次给
付责任；常青树多倍版 2.0 和太平福禄嘉倍提高了轻症多次赔付的给付比例。

2.2. 重疾多次给付的升级
华夏人寿在 2019 年推出了华夏福加倍版重疾，该产品为目前市场上赔付次数最多的重疾险，理
论上可赔付 112 次。该产品的结构如下：选择了 13 种恶性肿瘤，包括肺癌、肝癌、胃癌等严重癌症，
这些癌症的原发癌和转移癌均可得到一次赔付；另外该产品选择了癌症外的 80 种特定重疾，每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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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可得到一次赔付。该产品通过巧妙的产品设计，将赔付次数提高到行业之最，但风险也被很好的管
理：
（1）该产品的多次给付金额是从 0%开始每年逐年递增的，从上一次重疾的确诊日起算，因此如果
两次重疾的确诊时点相距较近，则赔付金额较低；
（2）该产品选择的 80 种特定疾病不包括状态类或者手术类的高发病种，而状态类和手术类疾病是
最容易导致“一炮多响”的病种（例如急性心肌梗塞会导致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总之，该产品作为 2019 年创新性最强的重疾产品，在产品卖点和风险管控之间取得了一个很好
的平衡点。
其余多次给付重疾的升级大多集中在给付金额上。重疾赔付额度随给付次数递增，是近年来在包
含重疾多次给付责任的重疾险产品中一个新出现的趋势，例如首次重疾赔付 100%基本保额，之后的
重疾赔付逐次等额递增 10%。采用这种设计的产品包括：复星保德信星满意、天安健康源悦享、光
大永明超级玛丽多倍版等。有些产品多次给付保额的增加比例随给付次数而加速递增，如百年康倍保，
重疾可赔 3 次，赔付额度分别为 100%、150%和 250%的基本保额。

2.3. 失能/护理型重疾
中端医疗险流行后，重疾险的医疗费用支持功能被挤占，重疾险的功能和定位需要被重新思考。
重疾里有很多疾病虽然并不会导致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但是会导致被保险人进入失能或者长期护理
状态，进而导致收入损失和护理风险，重疾险在收入损失补偿和护理支持方面的作用应该被突出。
2019 年 7 月，太保推出金福人生重疾产品，针对 18-60 岁由重疾导致的失能（六项日常生活活动不
能完成三项或以上）和 10 种老年疾病（以严重阿尔兹海默病、脑中风后遗症为代表的护理型疾病）
额外提供 100%的保额给付。这种设计从产品形态的层面突出了重疾险收入损失补偿和护理支持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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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端医疗保险 2019 年演进趋势

2016 年，众安推出的“尊享 e 生”使得百万医疗一跃成为健康险市场的网红产品，并且热度持
续增长，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大陆人身险市场发展最快的产品线。2018 年，百万医疗险全年的新单保
费规模达到了 170 亿，2019 年预计全年新单保费规模能达到 300 亿左右。预计到 2021 年，中端医
疗险可累计覆盖超过 2.9 亿人。
近两年以来，寿险老 7 家公司均开发了自己的百万医疗代表产品，销售以线下渠道为主，凭借多
年积累的代理人队伍，可实现数十亿的年新单保费规模。在线上渠道，百万医疗凭借产品简单、满足
刚需且高性价比的特点，成为支付宝、微信等超大流量平台保险业务的主力产品。

1. 中端医疗保险经营策略趋势
目前百万医疗险的销售方式主要包括代理人（线下）渠道和网销（线上）渠道两类销售方式。
2018 年中端医疗市场的大事件是蚂蚁金服长期好医保的上市大幅度提升了中端医疗险在网销渠道的
占比。而到了 2019 年，各主要险企代理人渠道更加掌握了中端医疗险的产品定位和销售方法，代理
人渠道的中端医疗险销量激增，几家公司在 2019 前半年的保费收入与 2018 年全年基本持平，个险
代理人渠道仍然是中端医疗险的绝对主力渠道。
目前主流中端医疗险产品的销售模式有以下几种：
销售渠道
代理人渠道

销售模式

代表公司

和主险捆绑销售，以中端医疗险为引子，旨在促成 泰康、华夏
重疾险或年金险业务

代理人渠道

可单独销售，旨在获取客户；

国寿、平安、太保

有能力的机构或代理人可选择和主险捆绑销售

互联网渠道

通过纯互联网运营的方式销售

蚂蚁保险、微保

互联网渠道

名义互联网产品，实质为代理人线下销售

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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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端医疗保险形态演进趋势
由于百万医疗险市场竞争已开始白热化，各家都在通过不断的迭代升级抢占市场份额。下表汇
总了在 2019 年上半年有升级动作的中端医疗主力产品及其主要升级方式。迭代的方向主要可以总结
为四个方面：细分人群，扩展医院范围，短期变长期，增加肿瘤特药责任或服务。
公司

2019 年升级后产品

平安

e 生保保证续保版

泰康

健康尊享 D

众安

尊享 e 生 2019 版

泰康在线

微医保

升级点

主打优势







新增 6 年保证续保
新增恶性肿瘤津贴责任、恶性肿瘤豁免
保费
30 岁保费 366 元（续期 396 元）
新增重疾定额提前给付责任
新增无理赔可增长保额
新增肿瘤靶向疗法基因学检查费
30 岁保费 622 元（续期 649 元）
新增重疾医疗责任
扩展特需医疗的疾病范围增加了指定移
植手术和指定重大手术
新增术后家庭护理服务
新增肿瘤特药服务
30 岁保费 306 元（含可选责任 446 元）
新增重疾住院津贴附加险
新增肿瘤特药附加险



新增恶性肿瘤海外医疗附加险（可选）



新增特定重疾特需医疗附加险（可选）



30 岁保费 276 元（含可选责任 432 元）











品牌优势；
保障期限优势
服务优势：
为客户提供医疗费用直付、癌
症个案管理等高端服务，同时
提供特药保障。
细分市场与服务优势：
增加多种向高端延伸的可选
责任，并提供术后护理服务与
特药保障，且可选择家庭单共
享免赔额。
细分市场与责任优势：
增加多种可选附加险，满足更
高端的客户需求，并提供肿瘤
特药保障。

2.1. 细分人群
百万医疗险将客群扩展到保险的非标准体人群，即带病人群和老年人群。
针对各类患病人群可投保的百万医疗产品逐步丰富，继 2018 年众安尊享 e 生针对原发性高血压
和 2 型糖尿病人群推出专属的慢性病扩展版产品（即众安安稳 e 生）后，轻松筹联合安心财险在 2019
年针对甲状腺癌术后康复患者推出了专属的百万医疗产品甲友安康，该产品通过剔除甲状腺癌复发转
移的责任来管控风险，解决了目前市场上甲癌患者无险可投、保障缺失的现状。众安面向老年市场推
出了尊享 e 生爸妈版，61-65 岁人群可投保，续保年龄最高可到 105 岁，并通过 2 万的免赔额控制
风险和保费成本。

2.2. 扩展医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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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司针对那些追求较高就医品质且对费率不敏感的客户群体，将可保医院范围由二级及以上
公立医院普通部拓展到了特需部、国际部、VIP 部以及海外医院，产品责任范围向高端医疗延伸。
众安尊享 e 生 2018-2019 年的几次升级尤为典型：2018 年 1 月，推出质子重离子版，将质子重
离子医院纳入产品责任；4 月推出特需升级版，为恶性肿瘤等疾病升级特需部、国际部、VIP 部等特
需医疗资源；6 月推出尊享 e 生旗舰版，可选附加责任增加了赴日医疗；2019 年 3 月，推出尊享 e
生 2019 版，扩展特需/国际/VIP 部医疗的疾病范围增加了指定移植手术和指定重大手术。
和尊享 e 生类似，2019 年微医保升级产品新增了恶性肿瘤海外就医、特定疾病扩展特需等附加
险，为中高端客户提供了更多选择。
特需医疗拓展阅读
特需医疗，是指医院在保证医疗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为满足群众的特殊医疗需求而开展的医疗服
务活动，包括点名手术、加班手术、全程护理、特需病房、专家门诊等形式。特需医疗相比普通医疗
更加注重患者的就医品质，而对治疗结果并无本质影响。
将特需医疗相关责任纳入中端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析：
1、过度就医产生的费用风险
一旦购买的中端医疗产品提供特需责任，无论合理与否客户必然会优先选择接受更加优质的医疗
服务，这将会引起过度就医及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将为保险公司带来费用风险。
对于特需住院，同样的检查、同样的药品和普通部收费标准是相同的，最大的价格差异在于床位
费。对于普通住院来说，床位费一般是几十到百余元不等，而“特需单间”北京大部分医院的价格在
800-1000 元，住一周就要 5-7 千元。除了这部分开销外，特需住院时所接受的检查、药物也是“质
量优先”，医生对该病房的病人开药时，更多会考虑到疗效而非价格。
2、不同医院对于特需医疗的定价差异
当前，伴随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进程加快,我国公立医院开始"拥有"特需医疗自主定价权。2016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等 4 部门发文表态,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非基本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明确提到
特需医疗服务,市场竞争充分、个性化需求强的医疗服务。全国各省区市跟进时,一般将"市场调节价"
解释为医疗机构制定或调整。例如，根据云南省文件，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该省特需病房床位价
格、门诊诊查费由医疗机构根据成本和市场情况制定和调价。
3、特需部是否可以使用社保
各家医院自行裁定特需部费用是否为自费。大部分医院的特需床位费均须自费，对于在特需医疗
中使用的社保内药品是否需自费，各家医院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一些医院选择将特需全划为自费。

2.3. 短期变长期
2018 年以前，百万医疗险产品的保险期间均为一年，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随着市场的发展和
产品的迭代，近两年来市场开始出现一些可保证续保长达 5-6 年的中长期百万医疗产品。例如，2018
年，人保健康联合支付宝推出的长期好医保，保证续保期间长达 6 年；2019 年，平安推出了保证续
保期间同样为 6 年的 e 生保保证续保版；微保推出了保险期间为 6 年的微医保长期医疗险，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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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理赔优惠条款，即如果被保险人在上一年没有理赔，则这个健康客户下一年的免赔额就能降低 1
千元，最多可以降低两次；生命推出了保证续保期间为 5 年的附加康悦人生百万医疗险。由于医疗险
未来会面临医疗通货膨胀等确定风险以及医改和新药引进等不确定风险，市场上中端医疗产品的保证
续保期间最长不超过 6 年。
中端医疗产品的长期存续取决于承保公司是否能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和管控。本报告“中端医
疗产品风险管理研究”将对此进行剖析。

2.4. 增加肿瘤特药责任或服务
随着医院控费力度的加强，癌症特药越来越难以在医院内购买，特药进社保但不进医院的现象频
发，加上 2018 年《我不是药神》等热点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市场对于癌症特药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
过去百万医疗险产品对院外购药是否在赔付范围内的处理不尽相同。平安 e 生保保证续保版在
“责任免除”中规定了“非医院药房购买的药品”将不予赔付；长期好医保对于药品费的定义较为模
糊，仅在时间上规定了“住院期间发生的合理且必须的”，未明确界定是否必须为院内购药；一些产
品尽管在设计和定价时未考虑到院外购药的情况，条款中也并无明确说明，但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在消费者线上购买的界面中额外说明将负担符合理赔条件的院外购药，造成了费用上的风险。
2019 年中端医疗产品的一个升级热点就是通过附加险或增值服务的形式提供肿瘤特药用药保障，
此升级能够通过更为具象化的保障场景，让客户意识到特药保障的价值，增加产品的卖点，同时也解
决了上文分析的院外购药给此类产品带来的问题。2018 年，泰康和华夏已率先在其主力百万医疗中
引入特药保障；2019 年，更多的公司在百万医疗产品的升级中，加入了特药附加险或用药服务，例
如泰康在线微医保和众安尊享 e 生 2019 版；还有公司推出了可独立销售的特药保险，用于获客或促
进重疾、中端医疗等主力产品的销售，例如太平的药安心、友邦的都市丽人、微保的药神保等。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特药责任同样具有意义。在癌症治疗中，药品费用可以在总医疗花费中占到
60%的比重，对于药品费用的管理对于管控医疗险风险至关重要。美国管控医疗险药品风险的载体和
途径是 PBM（药品福利管理）：首先，PBM 会代表保险公司和患者，和药厂进行谈判，以更低的价
格为保险公司和患者谋取福利；其次，PBM 会扮演核保的角色，为保险公司审核被保人的用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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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PBM 也会为患者提供包括：送药、费用直付等一系列服务。市场上的特药责任通常选择一到两
家 TPA 作为 PBM， TPA 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常规的单纯为保险公司的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而是帮
助保险公司管控和分散风险，实现了保险公司和 TPA 的深度融合。

13

三、

长期意外保险 2019 年演进趋势

2012 年百万保额返本自驾险上市，开启了长期意外险（自驾险实质是寿险，但是保障范围局限
在交通意外，因此被习惯性的归类为意外险）热销的先河，此后，各大险企定期对此类产品进行更新
迭代，每年新单保费规模稳定在 100-200 亿元。2013 年平安福上市，长期意外险作为附加险捆绑销
售，开启了大型险企重疾+长期意外险组合的销售思路，附加长期意外险每年也会为行业贡献百亿量
级的新单保费规模。
返本自驾险及其升级形态在保险公司销售定位上的强化也值得关注。今年以来，由于行业整体增
员难留存难的问题加剧，部分公司为解决人力问题，以意外险升级为抓手，保险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利
用返本意外险留存新代理人的功能，这一产品的形态、佣金水平及考核规则也更加贴近新代理人的“生
存”需要。

1. 长期意外险经营策略趋势
目前长期意外险的销售渠道主要是代理人渠道。在长期意外险中，最畅销的产品莫过于返本自驾
险，其典型特点为：
（1）其保费水平低，年交保费为 1500-2000 元，但保额通常可达百万；
（2）客户对于交通意外风险感知较强，且百万保额、返本、千元保费这些要素会极大降低消费者决
策难度，销售难度相对较小；
（3）产品责任简单，代理人及客户都无需学习太多医学知识。
因此，保险公司通常以其来获取客户（在主流保险销售逻辑中，意外险通常被划定为人生第一份保单），
也将其作为新代理人入门的产品。其他长期意外险通常作为主力重疾险的附加险销售，用于提升件均
保费规模，最大限度挖掘客户价值。上述经营策略从长期意外险热销至今，并未发生趋势性变化。
产品类型

销售渠道

返本自驾险

代理人渠道

销售模式

代表产品

获取新客户；

太保安行宝 3.0

帮助新代理人开单、留存

国寿百万如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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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意外险

代理人渠道

作为主力重疾险的附加险销售

平安福附加长期意外险

用于提升件均保费规模

国寿福附加长期意外险

2. 长期意外险形态演进趋势
返本自驾险作为各大型险企重要的获客产品，已经形成固有的产品线，且不断通过升级优化维持
市场热度。以太保安行宝为例：
年度

主要升级点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首款安行宝推出，保障驾乘车责任
升级为安行宝 2.0，加入了节假日意外身故和
电梯意外身故责任，引入家庭保单概念
升级为安行宝 2.0 增强版，适应监管新规
升级为安行宝 3.0，加入行人和骑行责任

返本自驾险近两年的升级趋势可以总结为两点：扩展保障范围和增加生前保障。

2.1. 扩展保障范围
近一年增加行人和骑行责任成为返本自驾险主要的升级点。过去的百万自驾险均以交通工具意外
身故为主要保障内容，但从客户需求出发，行走、骑行作为频率最高的交通出行方式，也应该受到保
障。2018 年，平安和太保先后升级了自己的百万自驾险：百万任我行和安行宝，升级重点均是加入
行人和骑行意外身故责任。
2019 年 5 月，平安在司庆日推出了新产品线：安心百分百。和百万任我行不同的是，安心百分
百把百万保额的保障由交通意外扩展到了所有意外，将交通意外身故责任设臵为额外保障，且通过滞
后返本期、延长交费期间等方式将年交保费水平维持在 2500-3000 元。该产品是对于返本自驾险的
一次革命性的升级。该产品是平安根据自身业务经营中遇到的问题而开发的：新人留存问题是平安当
前比较严峻的问题，平安个险渠道缺乏能够涵养新人的产品（形态简单、有吸引力、销售利益能维持
新人留存）。而平安既有的返本自驾险百万任我行并没有有效解决该问题：
（1）产品责任具有局限性，有销售难度；
（2）产品属于电商渠道产品，无个险基本法利益；
（3）件均保费太低，无法帮助新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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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基于上述问题开发了安心百分百，由于销售利益高且享受个险基本法利益、首发推动力度大
（各机构配套相应激励方案）、产品有吸引力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在首发日实现了 8 个亿的保费收
入。

2.2. 增加生前保障
返本自驾险的保障范围只是局限在交通事故导致的身故，并不提供生前保障。事实上，围绕意外
这个风险场景，被保险人存在对意外医疗、意外伤残、意外失能护理等一些列的保障需求。平安安心
百分百提供了意外伤残可选附加险；泰康在 2018 年推出了全能保 2018 款，提供保障社保外用药的
交通意外中端医疗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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