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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在何处

在市场定位方面，《通知》明确了独立个

人保险代理人的概念范围，将其与传统的团

队型个人保险代理人进行区分：独立个人保

险代理人是指与保险公司直接签订委托代理

合同，自主独立开展保险销售的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直接按照代理

销售的保险费计提佣金，不得发展保险营销

团队。

在从业行为规范方面，《通知》则在《保

险代理人监管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经有资质的保险公司授权，独立个人保险代

理人保险产品销售、协助保险勘查和理赔、

代办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销售通过审

批的非保险金融产品，以及可聘请3人以内

辅助人员协助出单、售后服务等辅助性工作

的要求。

同时，从业形态上，《通知》表示独立个人

保险代理人可以按照保险公司要求使用公司

标识、字号，可以在社区、商圈、乡镇等地开设

门店（工作室）。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

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指出，独立个人

保险代理人不同于国际保险市场“独立代理

人”通行的模式，也不同于专业中介可一代多

的模式，仍然属于“专属代理人”模式。其“独

立”主要体现为与传统发展销售团队的模式

不同，“不得发展保险销售团队”，是一种新型

保险销售组织。

“这为传统上高度依赖于组织发展的代

理人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选择，尤其为中小

市场主体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背景下探索差

异化代理人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未来代理

人制度的内涵将更加丰富，模式将更加多样

化。”对于新规出台的意义，朱俊生如是评价。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我国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还处于初启阶段，管理

方式手段还在摸索，管理责任落实还有待抓

实，暂不强调其在业务上与保险公司的“独

立”，将随着实践深入和时间推移渐次研究。

哪些要求

那么，哪些人可以担任独立个人保险代

理人？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对独立个人

保险代理人学历、诚信、专业素养、培训等方

面的标准要求高于传统个人保险代理人。

具体而言，在学历方面，《通知》规定，独

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通

过保险基本理论和保险产品知识专门培训及

测试。从事保险工作五年以上者可放宽至高

中学历。

对于诚信问题，《通知》指出，独立个人保

险代理人应诚实守信，品行良好，未曾因贪污、

受贿、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秩序被判处刑罚，未曾因严重失信行为被

国家有关单位确定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最近

三年内未曾被金融监管机构行政处罚。

而专业素养方面，《通知》则要求独立个

人保险代理人应具有承担经营风险的意识，

有较强的业务拓展能力和创业意愿。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保险代理人监管规

定》进行对比，发现对于传统的个人保险代理

人，监管并未提出学历要求；同时，因贪污、受

贿、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者，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的才被要求拒绝聘任或者委托。

此外，被金融监管机构决定在一定期限

内禁止进入金融行业，期限未满的；或者最近

五年内具有其他严重失信不良记录的也不得

作为个人保险代理人被聘任或者委托。

对于这些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分析称，独

立代理人更自由些，财务激励更强，更能形成

个人品牌，所以除《通知》中明确的资质要求

外，更适合独立性人格强和自我综合评价较

高的代理人。

谁来担责

对于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的监管，《通

知》也明确了严格的管理机制，从强化保险公

司管控责任上入手，严格把关独立代理人“入

门”资质的同时，也延续了“双罚”制度的严监

管态势。

在人员甄选方面，《通知》要求保险公司

建立严格的甄选标准、清晰有序的甄选流

程、多方面涵盖的综合评价体系、多环节的

工作流程以及上下联动的筛选机制，并对面

试考官资质作出专业素养和阅历资质方面

的要求。

关于保险公司应对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

具有的责任，《通知》规定，在法律责任方面，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公司的授权代

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公司承担责

任；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开展保险代理活动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其所属保险公司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而在管控责任方面，根据《通知》，保险公

司应当建立健全严格的选拔机制，严把人员

准入关；加强业务授权、业务行为、执业登记

管理，严把日常管理关；加强风险排查，对有

销售误导、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人员，及

时解除代理合同，严把退出管理关。

“较之团队型代理人，独立型代理人所处

的组织形式更扁平，所以组织的顶层———保

险公司需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激励、约束和

协调等。”针对《通知》在保险公司对独立个人

保险代理人责任的强化，王向楠分析称，独立

代理人的委托方仍是一家保险公司，其相关

责任仍由保险公司承担，所以保险公司自然

有管控制责任。

“独立代理人业务灵活性更强，业务边界

还会或多或少有扩展，所以保险公司需要加

强管控。独立代理人所受的日常管理较少，其

业务重要性较之团队型代理人中的新人可能

更强，并且独立代理人和团队型代理人的关

系也要建立塑造，所以保险公司要更高水平

地管控。”对此，王向楠如是解释。

同时，王向楠表示，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

保单责任均由委托的保险公司承担，因此消

费者选择时可看哪位代理人服务更好、更熟

悉、沟通更便利。

破除层级关系

自1992年个人保险代理人引入我国保险

市场后，这一模式发展迅速，已成为保险营销

最重要的渠道。银保监会最新披露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全国保险公司共有个人保险代理

人900万人左右。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个人

保险代理人渠道实现保费收入1.8万亿元，占

保费总收入的48.1%。

“一方面，个人保险代理人在普及保险知

识、推动保险业快速增长、促进社会就业等方

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个

人保险代理人队伍长期存在大进大出、素质

参差不齐、保险专业服务能力不足、社会形象

较差等问题。”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银保监会通过健康增量逐步稀释问题存

量，此次独立代理人的破冰，更侧重于破除保

险营销的层级关系。近年来，华泰财险、阳光

财险先后开展了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试点工

作。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通知》的发布，这

一模式将会逐步在行业推广。而大家人寿近

期也宣布开始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的布局。

而对于未来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是否

会完全取代传统的团队型个人保险代理人，

朱俊生分析称：“从保险机构来看，传统金字

塔形销售组织模式仍会存在，因为新人成长

仍然普遍需要带领、管理和培训，金字塔形

组织及其利益分配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和逻辑。”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营销员群体的分

化，传统销售组织模式也在呈现扁平化的态

势。”朱俊生认为，未来两种模式都会存在，并

可能不断演化出新的模式，适应营销员自身

以及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经保险机构授权

可销售经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的非保险金融

产品，未来可在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增加理财

咨询等业务，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承担多元

金融服务职能，更好地满足客户全方位的风

险保障和财富管理需求。”对于未来独立保险

代理人的发展趋势，朱俊生则指出了这样的

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国内900万个人保险代理人即将迎来“自立门户”的新机遇。12月29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发展独立个人保险代理

人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不隶属团队、自主独立开展保险销售的本质

特征，严格规定人员基本条件及选拔机制，着力规范人员从业行为，强调保险公司管控责任及监管部门监管责任。

苏州交出“成绩单”数字人民币试点还有多少可能

近半中签者选择线上消费

苏州正式交出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

“成绩单”。据“苏州发布”12月28日晚消息，

截至12月27日24时，中签市民已领取红包

人数96614人，占总中签人数比例为

96.61%，已消费红包金额1896.82万元，占

发放红包总金额比例为94.84%，其中，线

下商户消费红包金额1049万元，占比

55.3%，线上（京东商城）消费红包金额

847.82万元，占比44.7%。

本次活动通过摇号抽签方式，向全市

10万名符合条件的中签人员发放数字人

民币消费红包，单个红包金额200元，累计

红包总金额2000万元。一中签者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领到200元数字人民币红包后，

他第一时间通过京东自营平台购买了所

需商品。

众所周知，此次苏州试点在线上支付场

景取得突破，京东数科成为首个与六大行均

开展合作并接入数字人民币电商平台消费

试点场景的科技公司，包括工、农、中、建、交

以及邮储银行均可使用京东App。而整个

试点中，44.7%的中签者选择线上消费红

包，这一占比也成为亮点数据。

正如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所

评价，苏州红包试点这一消费数据符合预

期，起到了良好的推广效果，相比深圳试点，

线上消费成为了亮点，44.7%的比例展现出

数字人民币在线上场景运用的广阔前景。

“从数据上来看，线上线下支付占比接

近，基本符合试点预期。”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区块链技术

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刘峰同样认为，本次

苏州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中，亮点之一是

有了线上消费红包的渠道，而且消费占比

不低。在他看来，尽管引入线上消费场景是

首次，但试点“成绩”亮眼。未来的试点中，

或将逐步放开更多符合资质和条件的第三

方申请接入。

536人“尝鲜”双离线支付

此次面向苏州市民个人发放的2000万

元数字人民币红包，既是苏州市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期间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开展的创

新实践，也是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的一次

常规性测试。

根据“苏州发布”披露，此次线下消费场

景以商场超市、日用零售、餐饮消费、生活服

务为主，全市共布设了可使用红包的线下商

户10368家，在10个市（区）板块的核心商圈

均有覆盖，排名前五位的线下消费商户为来

伊份、中石化、中移动、大润发、天虹商场。

北京商报记者从多位商户及中签者处

采访了解到，与此前深圳试点一样，活动结

束后仍可以正常接受数字人民币付款。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苏州数字人民币试

点还有一个亮点数据，即共有536人参与

“双离线”支付体验。

所谓“双离线”支付，即在无网或弱网条

件下，用户交易或者转款时，不连接后台系

统，而是通过在钱包中验证用户身份、确认

交易信息并进行支付的方式完成交易。以一

名中签者的操作为例，消费者和商户都将手

机关闭网络后，可选择碰一碰的功能收付

款，即可完成支付。不过，这一操作对中签者

手机设备也有要求，目前，中签者需使用指

定型号手机终端，并安装具备离线支付功能

的App才可完成。

在刘峰看来，此次双离线支付试点中，

参与体验的人数和消费的红包都达到了此

次测试的预期，但是人数还需要更大规模的

测试。因此在后面试点城市中，应加大双离

线测试的规模，为未来推广做准备。

北京等地试点在即

引发关注的是，接棒深圳、苏州，更多试

点地区和试点场景开放在即。

12月29日，据北京日报报道，在北京丰

台区丽泽商务区，一家名为漫猫咖啡的咖啡

店内启动了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测试，获得

授权的消费者已经可以用数字人民币钱包

支付购买各类商品，且此次是数字人民币首

次将应用场景在北京试点应用。

事实上，关于北京数字人民币试点的消

息频频传出。就在12月15日，北京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妍还曾介绍，市金融

局正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动数字货币，将大

力推动数字货币试点，按照国务院的批复，

试点主要聚焦冬奥场景。

“从试点来看，后续数字人民币试点

中，一方面会加大支付功能及场景的测

试，另一方面还将加大和金融隐私及支付

安全的测试，为未来数字货币真正落地做

好安全防范工作。”刘峰认为，从深圳、苏

州的试点来看，后续试点的功能或将实现

更高突破，且试点城市也会从个别经济强

的地区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同时，测试

的领域也会逐渐放开，新技术和关联技术

也会逐渐导入。

苏筱芮进一步指出，“后续的成都、雄安

及冬奥会相关城市试点中，有望落地的场景

或具有小额零售特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例如北京首个数字人民币场景在咖啡店

进行测试；线上场景也将迎来春天，例如缴

纳物业费、水电煤等生活缴费场景”。

“不过，目前试点刚刚推进，小规模的范

围测试使得规模并不大。未来挑战首先需关

注技术，例如在试点扩大后如何在高并发的

系统中保持数字人民币使用的可靠性；其次

需要关注运营，如何就数字人民币培养用户

习惯，做好用户留存；最后则是国际化，如何

将数字人民币与跨境支付、人民币国际化等

议题有机结合。”苏筱芮称。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12月11日8时发放，12月27日24时结束，为期半个月的苏州数字人

民币红包试点活动正式收官。96614人领取红包， 线上消费金额占比近

五成，536人“尝鲜”双离线支付，此次苏州数字人民币试点可圈可点，也

相较此前深圳试点取得多个突破。如今，数字人民币试点不断扩围，后

续或将在试点场景、技术等方面有进一步的突破。

Focus
聚焦

学历荨

● 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通过保险基本理论和保
险产品知识专门培训及测试

● 从事保险工作五年以上者可放宽至高中学历

诚信荨

● 未曾因贪污、受贿、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被判处刑罚

● 未曾因严重失信行为被国家有关单位确定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

● 最近三年内未曾被金融监管机构行政处罚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要求 荨

专业荨
素养

● 应具有承担经营风险的意识， 有较强的业务拓
展能力和创业意愿

截至目前，全国保险公司共有个人保险代理人900万人左右。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个人保险代理人渠道实现保费收入1.8万亿元，占保费总收入的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