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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黑天鹅”多家银行预警贵金属交易风险
为防止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已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对投

资者进行风险提示。11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已有邮储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三家国有大行以及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发

布预警，提醒投资者贵金属、外汇市场风险可能加剧。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邮

储银行还将该行代理贵金属业务与客户风险等级匹配规则重新做了调整。分析

人士认为，银行此举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市场“黑天鹅”风险事件，在市场价格

存在大幅波动风险的情况下，银行应有效履行管理义务，同时在产品设计中平

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并加强对极端风险的认识，创新避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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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调整风险等级

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11月4日，邮储银

行发布公告表示，将调整代理贵金属业务与

客户风险等级匹配规则。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邮储银行此次增加了三项客户风险等级

与代理金业务权限匹配，具体表现为，针对

“保守型”与“谨慎型”客户：拒绝办理代理金

签约加办、现货卖出、现货买入、延期开多、延

期开空，其他代理金业务不受限制。

对“稳健型”与“进取型”客户：可以办理

代理金签约（仅可以加办现货实盘类，通用

类拒绝办理）、现货卖出、现货买入，拒绝办

理延期开多、延期开空，其他代理金业务不

受限制。对“激进型”客户来说，代理金业务

均可办理。

邮储银行客服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对于存量已签约加办代理金的客户，如果风

险等级不匹配时，拒绝办理现货卖出、现货买

入、延期开多、延期开空，其他代理金业务不

受限制。如风险等级与代理金业务权限不匹

配，允许客户重新做风险测试评估。如客户申

请由“现货实盘类”改为“通用类”，则要求客

户重新填写《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客户风险承

受力评估报告》。对于风险偏好类型为“激进

型”的个人客户，可以进行类型变更；对于风

险偏好类型为除“激进型”以外的其他类型的

客户，不能签约该行贵金属延期业务。

一位接近邮储银行的人士向北京商报记

者介绍，“现货实盘类”就是指不含有杠杆的

现货黄金，“通用类”是指开立了黄金交易账

户，除可以进行现货类交易委托交易业务外，

还可进行交易所规则规定的贵金属延期交收

交易业务，如开仓、平仓、交收申报等业务的

客户。

对邮储银行调整客户风险等级的思量，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邮储银行主动调整客户风险等

级匹配，主要目的是充分贯彻客户风险偏好

与产品属性能够充分对应，以避免将不合适

的产品销售给某些投资者，最终使投资者的

收益遭受重大损失，是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

利益的重要举措。

银行预警 极端行情限制交易

就在调整贵金属客户风险等级的同一

天，邮储银行也同时发布了《关于我行代理贵

金属业务的风险提示》表示，受到美国大选等

重要事件与重要经济数据披露的影响，国际

国内贵金属价格或将在近期大幅波动，流动

性将显著降低，市场风险可能加大，将根据国

际国内黄金市场的流动性、上海黄金交易所

的风险控制要求等择机调整代理贵金属业务

的合约保证金与涨跌停板等，并在市场波动

大幅加剧时执行相关风控措施。

就在不久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

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也均在官网发布公

告，同样对投资者进行了风险提示。在应对措

施方面，若出现流动性枯竭的极端情况，中国

银行可能在短时间内暂停账户贵金属、双向

账户贵金属、积利金、外汇宝、双向外汇宝、个

人期权部分合约的报价。交通银行的应对措

施为，参照国际市场报价及市场流动性状况，

采取灵活调整相应个人交易类业务的交易点

差及限制交易等相关措施。

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根据市场变化，

可能将对双向贵金属、实盘纸贵金属、双向外

汇、实盘外汇、外汇期权等交易产品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提高报价点差、下调单笔交易上限、

短时中断交易等临时性调整措施。中信银行

则表示，依据市场流动性情况调整报价价差

水平，届时各实盘及双向外汇货币对账户贵

金属价差有可能显著高于正常水平，在极端

情况下可能会停止个别产品报价。平安银行

提醒投资者，若出现流动性枯竭等极端情况，

该行可能在短时间内暂停平安交易通平台产

品的报价，甚至暂停全部或部分交易功能。

更早之前的10月22日，光大银行就对贵

金属交易存量客户发出预警称，自2021年1月

1日起，根据交易所要求，该行将不再为未进

行过风险知晓确认的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

有行业人士直言，多家银行齐发预警也

是为了规避此前“黑天鹅”风险事件带来的连

锁反应，提前做好前瞻风险预警。在北京金阳

矿业首席分析师蒋舒看来，此前的“黑天鹅”

事件是油价出现罕见异动的同时，银行相关

产品风控没有及时跟进酿成的风险事件，这

也要求银行在疫情下对于风险要有前瞻性，

尽量从事前而不是从事中进行风险控制。所

以针对美国大选可能引发的市场波动，这次

银行采取了积极的事前风控措施，保障投资

者权益。

何南野进一步分析称，银行此举主要是

为了提前预防重大投资风险的发生，以最大

程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说明银行已充分

吸取了教训，更加主动积极地去进行管理风

险，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选择。

创新避险工具

多家银行发布预警的主要投资产品为贵

金属，而在贵金属投资市场里，黄金无疑是最

受追捧的大宗商品之一，从数据来看，以美元

计价的伦敦金自8月上旬一度触及2075.14美

元/盎司，创下了历史新高。随后在1900美元/

盎司震荡至今，截至11月5日18时，伦敦现货

黄金价格为1917.2美元/盎司。

再来看市场情绪，2020年美国大选已进

入胶着状态，选情在一夜之间发生大逆转局

势也令避险情绪进一步提升。市场对贵金属

走势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下一个推动金价重

返2000美元的催化剂为美国大选，另一种观

点则认为，疫情的二次暴发也令市场趋于谨

慎，金价行情走势依旧以震荡为主。

“‘黑天鹅’是没有被充分预期的风险，而

此次美国大选很早就被市场标注为重大风险

事件，对于任何一种结果市场都有一定预

期。”蒋舒预测称，因此反而注定美国大选不

会产生“黑天鹅”冲击，充其量只是加剧短期

波动，近期贵金属会高位震荡，一旦美国大选

不确定性消失反而会有一定幅度下跌。

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如何有效预防当前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问

题也值得关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

周茂华分析认为，银行应提升专业水平，对相

应商品的运行规律、跨境交易规则、法律、政

策等方面深入研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遵循

风险匹配与极端风险规避原则。其次，尊重契

约、厘清责任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银行有

效履行管理义务，提高金融产品透明度，向投

资者提示风险，在产品推介过程中要对产品

风险与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判断、匹配。

同时在产品设计中平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

范的关系，并加强对极端风险的认识，创新避

险工具。

“银行应对客户进行一对一的电话或风

险提示，充分将风险信息宣贯到位，对近期执

意进行贵金属交易的投资者进行更加严格的

审核，对坚持要操作高风险业务的客户进行

书面签字确认，密切关注全行金融产品的风

险暴露，提前做好风险监测和应对。”何南野

如是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终稿过审不到一周，重疾险新定义正式落地，与之相伴的还有新版重疾发生率表的确定。11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重疾险定义及发生率

表修订成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新旧重疾定义之间过渡期已定，时长近3个月；同时，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也获得了修订，首次编制了粤港澳

大湾区及老年群体的发生率表。

业内人士认为，重疾定义的进一步规范，将有助于减少纠纷；而重疾发生率表的落地，则有助于激活粤港澳大湾区重疾险市场需求，同时

促进面向老年群体的新产品开发，对于重疾险产品的形态发展也有催化作用。

甲状腺癌分级赔付

相较2007年版本的旧重疾定义，新发布

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以下简称“新重疾定义”）不仅将

疾病定义分级、扩展了保障范围，还规范了多

项疾病表述。

具体来看，将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死、

脑中风后遗症3种核心疾病，按照严重程度分

为重度疾病和轻度疾病两级；将原有25种重

疾定义完善扩展为28种重度疾病和3种轻度

疾病，并适度扩展保障范围；根据最新医学进

展，扩展对重大器官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

术、心脏瓣膜手术、主动脉手术等8种疾病的

保障范围，完善优化了严重慢性肾衰竭等7种

疾病定义等。

此外，新重疾定义将部分重疾的名称和

定义的描述进一步规范。如在人体损伤标准

相关内容上，对旧规范中“肢体机能完全丧

失”的表述，修改为使用行业标准《人身保险

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中“肌力”的相关表述。

对于重疾定义迎来修改的原因，中国精

算师协会创始会员徐昱琛分析称，首先，13年

间，部分疾病的治疗手段及赔付情况有较大

变化，所以有必要进行修订；其次，部分轻症

的赔付比例随着保险公司的产品创新不断提

高，现在业内最高的轻症赔付比例已经达到

了40%乃至50%，所以这次监管应该也是要

把它调整到30%；最后，有些疾病的定义不明

确或者治疗手段有发展，所以在新的定义当

中要进行明确，可以减少一些纠纷。

此外，新规另一大亮点是并未剔除掉甲

状腺癌，而是根据疾病严重程度进行了分级，

并按照轻重程度进行分级赔付。具体而言，此

次修订将恶性肿瘤区分成轻度、重度两类，将

原属于恶性肿瘤的TNM分期为Ⅰ期或更轻

分期的甲状腺癌，划归为恶性肿瘤———轻度，

即将其归于轻症。

对该改动的原因，徐昱琛指出，此前由于

检测手段的提高，甲状腺癌的检出率显著增

加，尤其是在年轻女性当中，占据重疾赔款的

20%-30%，导致重疾赔付金额过高。

老年人重疾险新市场待挖掘

与新重疾定义一同新鲜出炉的，是《中国

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20）》

（以下简称“新版重疾表”）。

对比发现，新版重疾表首次编制形成了

2020版定义规范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病种合计

经验发生率专属参考表（以下简称“粤港澳大

湾区重疾表”）；首次编制了2020版定义规范

下的恶性肿瘤———重度、较重急性心肌梗死、

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特定疾病经验发生率表，

为保险公司健康保险产品创新提供数据支

持；首次编制了2020版定义规范下的两种老

年人代表性病种发生率参考表（以下简称“老

年人重疾表”）等。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重疾表出台将带来的

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王向楠认为，这将增强内地险企

在粤港澳大湾区重疾险市场的竞争力，提升

大湾区重疾险市场的运行效率，大幅减少内

地相关地区居民出境购买重疾险的动力。

与此同时，爱选科技联合创始人何剑钢

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重疾表的出台，是助

力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需要，各公司

特别是大湾区公司一定会有相关产品上市，

但具体怎么操作还需要等待相关部门细则。

其目标是为了拉近三地重疾产品的区别，开

发更具有吸引力的产品”。

那么，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保险机构对该

项目的参与度将会如何？王向楠预计，广东地

区的重疾发病率较低，设置专属参考表会降低

粤港澳大湾区的重疾险基础费率，将减少保险

公司供给的积极性。但是，中国重疾险仍有不

小的发展潜力，大湾区居民的支付能力和保险

意识较强，所以保险公司仍有较高的参与度。

不过，对于老年人重疾表的推广，业内

人士也表示了对其可能面临风险的担忧。何

剑钢表示：“老年人的主要问题就是完全健

康的人群少，个体风险差别大，开发产品是

一方面，有了参考表，至少有一些可以参考

的量化基础，但如何做好事前风险识别、事

后健康管理才是难点和痛点，也是未来所谓

风控+产品+服务的发展方向，而且服务的频

率要提高，而不仅仅是绿通等出险服务，要

往出险前的健康管理和教育扩展。”

王向楠也认为，目前，对老年人重疾险的

供给不如对中青年人和儿童少年群体。不过，

他同时表示：“老年人是重疾险的一个细分客

服群体，人口数量多、增长也快，市场缺口大。

老年人的疾病特点与年轻人有显著不同，所

以推出发生率参考表能推动保险公司开发针

对老年人的产品。”

“目前主流重疾产品的保障群体多在

0-55岁，即使部分产品对55岁以上人群放

开，也会在保障程度上有所限制，针对老年人

的产品供给不足。”信美相互保险社表示，新

增老年人代表性重疾发生率表对保险公司设

计老年人口的相关重疾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定

价参考标准，有利于保险公司在为老年人提

供重疾保障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提高老年

人群的保障水平，也是保险公司在老龄化进

程中践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益尝试。

过渡期预判新重疾险将降价

新重疾定义的过渡期时间表也已被确

定。中国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副主任贾飙明确，

新重疾定义过渡期为发文之日起至2021年1

月31日，确保重大疾病保险新老定义平稳细

化：“过渡期结束后，各公司不得继续销售基

于老定义开发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这意味着，从11月5日起，新老重疾险产

品进入了88天过渡期。除了圈定新规时间表

外，贾飙还指出，新开发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

应当符合2020版定义的各项要求；同时，他要

求各公司加强销售管理，严禁借新老定义切

换进行销售，严禁“炒停”，即炒作停售，“一旦

发现有这种炒作停售的情况，将给予严罚”。

除了将被遏制的炒停旧版重疾险这一现

象外，业内还有另一股声音表示，新版重疾表

的确定，将导致重疾险价格的大幅降低。

对此，徐昱琛则认为，“保险公司定价并不

是100%按照发生率表进行，而是会参考保险行

业、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产品自身定价，

对于一些已经定价很极致的产品，继续降价难

度比较大；对于一些定价比较高、原本利润空间

比较大的产品，降价的可能性则会比较大”。

“影响重疾险产品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包括保障责任、利率、费用率、重疾发生率

等，不同产品对各种因素的敏感性不同，重疾

发生率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精算师协会

相关人士表示，本次重疾表的修订会影响未

来新产品的重疾发生率，在曲线形态和发生

率水平上较现行重疾表均发生了一定变化。

业内人士认为，“从保护消费者利益角

度，本次修订特别对风险边际进行了科学优

化。从价格上看，对于主流重疾险产品，如果

在相同保障责任的前提条件下，重疾险产品

价格会略有下降，对于定期重疾险产品，部

分年龄段的价格会有明显下降”。总体上看，

重疾表修订将使重疾险产品价格更加科学

合理。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必须包含（6种）

重大疾病保险（31种）

恶性肿瘤———重度；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
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严重慢性肾衰竭

（19种）

多个肢体缺失、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严重非恶性颅内肿
瘤、严重慢性肝衰竭、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
迷、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瘫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
重脑损伤、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严重III度烧伤、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
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
手术

新增重疾（3种）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轻度疾病（3种）恶性肿瘤———轻度；较轻急性心肌梗死；轻度脑中风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