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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发生变故，保单咋办？
业内人士：退保不可取 可以变更
荆门晚报记者 张道华
近年来 ，随着保险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比例不断升高 ，离婚家庭因投保 、受益等方面带来的保单处置问题也越
来越受人关注 。 离婚后将保单退保肯定是不划算 ，那么有没啥办法可解决呢 ？
保险业内人士表示 ，在婚姻发生变故时要妥善处置保险资产 ，尚在缴费期的保单切不可盲目中断 ，更不应随意
退保分割现有价值 ，可以运用保险公司的保单变更服务 ， 根据家庭和保单具体情况 ， 通过变更投保人 、 被保险人以
及受益人等方式延续保障 ，避免退保损失 。
婚前婚后买保险，分割方式不同
象山大道某保险公司郭经理说，
不同家庭购买保险的过程和产品都不
相同， 有的保险可能是某一方在婚前
购买， 不但独自完成缴费且已在享受
保险收益；有的保险则是婚后购买，夫
妻共同缴费， 离婚时可能缴费还未完
成； 还有一些家庭购买的是家庭共享
保险产品。当遇到婚姻变故，保险作为
一项资产需要分割时， 如果是上面说

的某一方在婚前购买， 不但独自完成
缴费且已在享受保险收益的， 除非夫
妻另有约定，不然都属于个人财产。 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不管是以某一方
还是双方名义为夫妻共同投保， 并在
此期间取得保险金的， 都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
郭经理表示，离婚时婚后保单分
割方式包括退保后分割现金、变更投

荆门农银人寿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宣教月活动
日前， 农银人寿荆
门中心支公司在全辖范
围内以多种形式开展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月
活动。
该公司及下辖支公
司在营业大厅内通过悬
挂“远离非法集资、拒绝
高利诱惑”横幅、摆放
“
防
范非法集资”咨询台、
“
拒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
资” 展架和宣传折页、张
贴“高收益意味着高风
险， 请理性选择投资渠

道”
“
你图他的高息，他要
你的本金”宣传海报等形
式，为公司客户和公众讲
解非法集资的危害及保
险领域涉及非法集资的
相关知识。
同时， 还对全体员
工进行专题培训，进一步
增强员工的全局意识、责
任意识， 并通过微信平
台，向全体员工转发宣传
链接，以提高防范非法集
资的意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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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或转让保单。 比如，若某一方为
自己投保，且没有受益人或受益人是
自己时， 离婚可以不必终止保险合
同，但投保人应当向另一方支付相应
补偿。 此外，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
得的各类人身保险金，如因人身伤害
或疾病获得的保险赔偿，因其具有特
定用途， 应归取得保险金的一方所
有。

可用保单变更服务延续保障
白云大道某保险公司刘经理说，
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互为夫
妻的家庭来说，一旦离婚的事实发生，
多数投保人都会直接选择终止保险合
同， 退保后的费用按夫妻共同财产分
割，但这样的做法不太划算。 根据相关
规定， 只要投保时被保险人和投保人
处于婚姻状态，即存在保险利益，婚姻
关系的解除并不影响这份保单继续有
效。 再就是，依据保险合同，大部分长
期保险计划在缴费期内退保， 投保人

只能退回账户的现金价值， 且提前退
保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刘经理认为， 离婚家庭如果能够
通过双方友好协商， 继续以分摊保费
的形式延续现有保障是最理想的选
择，确实无法继续共同缴纳保费的，则
要注意及时办理变更或退保手续。 需
要注意的是， 双方若在离婚后对保单
不加处理，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单的
受益人仍然会得到保险金， 并且是个
人财产，另一方就不能主张该费用了。

总之， 投保人可以灵活利用保险公司
的保单变更服务， 根据家庭和保险的
实际情况，通过变更投保人、被保险人
以及受益人等方式来延续保障。
最后，刘经理提醒，其实保单变更流
程并不复杂，如在一些保险公司，只要将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签字确认的
“
变更申请
书”连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变更后的受
益人有效身份证件一同带到保险公司营
业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当然，不同保险公
司规定不同，需投保人详细咨询后办理。

投资加盟、高额回报……

近日，平安产险客户送来一面印有“优质
服务 雪中送炭”的锦旗，对平安产险钟祥支
公司的服务表示感谢。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将继续秉承服务至上、客户至上的服
务理念，让客户安心、省心、放心。
荆门晚报通讯员 王芳 摄

非法集资花样多，投资须理性
近日，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接连审结两起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件， 受害人数达 1437
人，涉案金额 11984.16 万元。这些发
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再次为我们敲
响风险投资的警钟。
2014 年底， 赵某与深圳某公司
董事长钱某相识，两人一拍即合，商
量着一起干一番“大事业”。 两人协
商由赵某选择地址成立钱某公司的
分公司，负责为钱某公司吸收资金，
而钱某则按照一定比例给赵某提
成。 2015 年，该分公司成立，钱某任
法定代表人，而赵某为实际负责人。
为了推行公司业务， 赵某招聘了周
某等人担任业务员、讲师等。
经查，周某等人通过发传单、发小
礼品、会议宣讲、组织客户旅游和聚餐
等形式，以“投资加盟××网上商城”
“购买公司股权”等名义，承诺以高额
返利，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共发展客
户 249 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849
万元，造成损失 2069.985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赵某、周某等 9
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
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且数额巨
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分别判处
赵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二年不等，
并处罚金。 宣判后，周某等人提起上
诉，2019 年 2 月，威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非法集资
者通常会注册成立一家合法的公司
或企业，编造一些虚假项目，通过广
泛宣传进行造势， 发放小礼品进行
利 诱 ， 以 开 会 、 宣 讲 的 方 式 进 行“洗
脑式” 宣传， 有的甚至组织免费旅
游、考察活动，一点点瓦解人们的戒
备心，从而骗取信任。 吸揽存款者无
一例外地以高息或高回报率为诱
饵， 来诱惑和煽动人们参与集资活
动。 一部分先期投资者在得到好处
之后便加大投资，从而越陷越深。 而
非法集资案件发生后往往追赃挽损

艰难，犯罪嫌疑人所吸收的公众存款
或是被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投资项目
工程，或是被其非法占有，大部分资
金已被使用或挥霍，涉案款项很难全
部追回。
非法集资并不难识别，如果所承
诺的收益率大幅超过同期社会平均
利率水平，那就需要警惕了，因为这
很可能是非法集资。广大消费者要充
分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
辨 识 能 力 ， 对“高 额 回 报 ” 的 投 资 项
目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增强理性投
资意识， 选择合法合规的渠道投资，
避免上当受骗。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 ， 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 ， 只 有 不 被“蝇
头小利”所打动，不被“高额回报”所
迷惑，才能远离非法集资，保护自身
（ 《
》）
利益。

据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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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平安人寿开展
反保险欺诈培训
为加强员工对保险
欺诈的了解与认识，进
一步提升保险行业从业
人员的合规技能， 更好
开展合规管理工作，平
安人寿荆门中支于近日
开展了一次反保险欺诈
培训。
近年来，不法分子常
利用各种犯罪手段实施
保险欺诈，面对严峻的外
部形势，保险公司及员工
应时刻保持警惕，做好外
部欺诈风险防范工作，平
安公司也与时俱进，利用
公司大数据分析技术的
优势，实时监测各业务模
块数据，在反保险欺诈工
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此

次反保险欺诈培训内容
主要包括反保险欺诈基
础知识、日常反保险欺诈
操作技能、 典型案例分
析、相关法律法规等。 通
过培训，全体参训人员对
反保险欺诈有了更深认
识。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反保险欺诈工作
是一项长期、 艰巨的任
务， 公司将创新工作思
路， 通过开展各种各样
的反保险欺诈工作，不
断提升从业人员的合规
意识与合规工作水平，
为保险行业健康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 维护社会
（
）
和谐发展。

陈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