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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方案争相出炉

近期，多家保险公司针对重疾产品推出

“择优理赔”方案。这意味着，消费者在重疾理

赔发生时，可以在符合原保险合同的“疾病定

义规范（2007）”与“疾病定义规范（2020）”两

项行业疾病定义规范中进行选择。

换句话说，“择优”方案是在新版重疾险

未问世前，给为老版重疾险客户提供两种版

本重疾险理赔方案中的优选条款进行理赔的

服务模式。

以最先做出反应的友邦人寿为例，其面

向“全佑系列”客户，对其于2020年11月9日

（含）之后首次确诊的重大疾病，在就该重大

疾病申请理赔时，对保险合同所适用的疾病

定义可基于该次理赔“取优”原则，在符合原

保险合同的“疾病定义规范（2007）”与“疾病

定义规范（2020）”两项行业疾病定义规范中

进行选择。

与此类似的是，平安人寿针对2020年11

月5日起理赔申请相关产品客户推出择优理

赔方案：使用2007版标准定义的老产品，可以

择优选择2007/2020标准定义中该疾病所对

应的疾病定义作为赔付依据。

此外，中国人寿、太保寿险、恒大人寿也

陆续推出此类“择优”理赔方案。各方案在理

赔机制上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适用范围

方面，如中国人寿“优选”方案适用于2020年

11月5日“2020版重疾规范”发布后，首次确诊

保险条款中列明的重大疾病的客户。而平安

人寿则适用于重大疾病保险理赔申请日期在

2020年11月5日（“2020版标准定义”颁布之

日）及以后。

在实际运行中，“择优”理赔如何操作？对

此，友邦人寿相关人士介绍，其择优理赔流程

为，在处理全佑保单理赔时，会先行就该次理

赔申请是否在新定义下的赔付额度较旧定义

更优进行判断，对于该次理赔新定义赔付额

度大于旧定义赔付额度的情况，理赔环节会

主动向客户发出照会，询问其是否确认按照

新定义进行赔付，若客户确认接受，则该次理

赔按照新定义执行，若客户不同意按照新定

义赔付或在限定的照会回复时间内未反馈，

则该次理赔仍基于原合同的旧定义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理赔择优规

则都只限定在疾病定义方面，并没有提出轻

症也适用，而是说“原保险合同其他任何约定

均保持不变”。

新版旧版怎么选

有保险分析人士指出，甲状腺癌、双耳失

聪、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等情况下在旧版

重疾定义下理赔门槛更低；而重大器官移植

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心脏

瓣膜手术、严重阿尔兹海默症、严重运动神经

元病和主动脉手术等高发疾病等则在新版条

件下更宽松。

以甲状腺癌为例，在新版重疾定义中，甲

状腺癌将按轻重程度分级赔付，即TNM分期I

期以上的情况，按重疾赔付。即买50万元保额

的重疾险，确诊后理赔50万元。而TNM分期 I

期或以下，则按轻症赔付，即买50万元保额的

重疾险，确诊后拿到15万元的赔款。但是旧版

则只要确诊甲状腺癌，便会得到50万元赔款。

此外，也有险企人士表示，若客户申请病

种为冠状动脉搭桥术，病情为采用了微创“切

开心包”手术，由于其不开胸未达到旧版重疾

定义的“门槛”而符合新版定义，消费者选择

2020年新版方案理赔将更优。

“大多数人确实难以判断新版和旧版孰

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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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理赔”的设计，很

适合风险偏好弱、损失厌恶强、保险知识少、

信息成本高的人群。他建议，险企可以告诉潜

在客户，与该客户在年龄、性别、职业、婚姻家

庭状况等一个或多个方面相同（近）的已有客

户中，选择新版和选择旧版的比重。通过“从

众”心理让潜在客户减少选择困难。

除了关注理赔之外，在购买保险时，消费

者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王向楠建议，消费者可

先分析自身的疾病风险特点，基于自身发病

率高的一种或几种疾病，去选择新版或旧版。

如果消费者觉得自身很健康，选择新版能更

好地匹配保险保障与疾病带来的影响。

择优理赔意在“开门红”

那么，对消费者理赔大“放水”，保险公司

会不会赔得很惨？

对此，上述分析人士指出，根据《健康保

险管理办法》23条规定，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

产品条款中约定的疾病诊断标准应当符合通

行的医学诊断标准，并考虑到医疗技术条件

发展的趋势。健康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

根据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被确诊疾病的，保

险公司不得以该诊断标准与保险合同约定不

符为理由拒绝给付保险金。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出台择优方案，按

照上述办法，保险公司都该选择通行的医学

诊断标准。与其‘秘而不宣’，不如‘广而告

之’，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还可

促进保费规模。”该人士补充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朱俊生也

表示，取优方案是各家险企给予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一个考虑。明年1月31日，旧定义下的

重疾险必须停售，在过渡期内，购买重疾险理

赔时候可以取优，在2007年版本和2020年版

本中采取更宽松的定义来使用对消费者是有

利的，但是其中不乏营销因素存在。

“当下正值‘开门红’之际，各家险企竞争

压力比较大。而从这样一个取优方案来看，也

是有利于促进在这个特定的过渡期之内重疾

险的销售。”朱俊生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非货币规模逆势下滑

21世纪初始两年成立的6家券商系公募

基金中，如今各有各的辉煌和特长，例如易方

达基金已成长为公募行业的“参天大树”，银

华基金、万家基金、融通基金和长城基金也均

已实现总规模超千亿、非货币规模在千亿附

近的成果。金鹰基金虽然也在起初长达十余

年的蛰伏后，在2014-2018年期间实现“10倍

规模”的增长，一度接近660亿元，但之后却再

度波动下滑。

随着近期公募三季报的披露完毕，各家

基金公司最新一期管理规模也正式出炉。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金鹰

基金旗下管理规模合计425.61亿元，较二季

度末环比增加20.15亿元，增幅约为4.97%。

不过，金鹰基金总规模增长背后，是货币

基金规模提升22.75亿元、非货币规模缩水

2.61亿元带来的结果。而且，今年三季度，金鹰

基金还发行了年内首只新产品———金鹰内需

成长混合，首募规模达到12.93亿元。也就是

说，三季度金鹰基金旗下存量产品的非货币

规模累计下跌超过15亿元。

详细分析各类型基金的规模变化发现，

今年三季度，金鹰基金的债券型基金规模出

现较为明显的缩水，包括金鹰添荣纯债、金鹰

添瑞中短债、金鹰添裕纯债在内的多只债基

规模减少超1亿元，累计下滑达32.47亿元。与

此同时，包括股票型和混合型在内的权益类

基金也在同期增长了16.93亿元，金鹰民安回

报一年定开混合、金鹰民丰回报等部分基金

的规模在三季度有显著增长。

对于出现上述情况背后的原因，北京商

报记者发文采访金鹰基金，但截至发稿，暂未

收到相关回复。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表示，今年三季度，债

券型基金及货币基金整体呈现规模下降的趋

势，与权益市场吸金效应增强有关，市场投资

风格以及风险偏好有所变化，引发部分资金

从债券型基金或货币基金向权益资产转移。

中基协数据也显示，对比今年6月末和9

月末的情况来看，三季度债券型基金由3.12万

亿元降至2.68万亿元，环比缩水14.1%。同时，

货币基金规模也自7.57万亿元降至7.29万亿

元，小幅下滑3.7%。

货基撑起“半边天”

金鹰基金旗下债基规模与全市场同趋势

下滑之时，货基规模则逆势提升。而这背后，

是自2016年上半年末至今，货基在金鹰基金

管理产品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

Wind数据显示，2012年末，金鹰基金发

行旗下首只货币基金———金鹰货币，彼时，该

基金以29.31亿元的资产净值占据总规模的

27.51%，这也是金鹰基金自2002年成立以

来，管理规模首度突破100亿元。此后，虽然旗

下货币基金规模起起伏伏，但占比一直在四

成以下，最低时不足1%。直至2016年上半年

末，金鹰货币规模首度突破100亿元，货基规

模在金鹰基金的占比也提升至46.15%。

而在后续货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货

基占比连续多个季度末超过五成，在金鹰基

金管理规模达到历史巅峰659.64亿元之际，

货基占比也同样接近五成，约为47.88%。然

而，规模再度波动下滑的同时，货基高占比的

情况仍未打破。就最新情况而言，即今年三季

度末，这一数据为52.65%，对比同一批次成立

的基金公司情况来看，仅低于长城基金的

54.17%，其余4家则均在50%以下。

监管鼓励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货币基

金规模有序下降的市场背景下，依靠货基规

模支撑，非货币规模逆势下滑已成为近年来

金鹰基金发展历程中的“难言之隐”。

另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持有人结构的

不同或也会给一家基金公司的规模变动带来

明显影响。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认为，对基金公司而言，如果持有人结构更

加偏向机构投资者，可能导致规模的波动较

大。例如，当产品获利较多的情况下，机构可

能会及时获利了结，从而导致基金公司管理

规模大幅减少，而当市场有机会的时候，则可

能使得规模大幅上涨，规模波动突出。

郭施亮也坦言，持有人结构趋向于机构

投资者，且机构投资者的单一持股比例较大

或过于集中，就需警惕巨额赎回风险。相较之

下，机构投资者或散户持股比例趋于分散，对

基金运作可能会更稳健一些，减少净值大幅

波动或集中抛售压力。

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上半年末，

金鹰基金旗下产品的持有人情况为，机构占

比高达79.57%，为6家机构中之最，且超过第

二位的银华基金近14个百分点。

需要注意的是，管理费收入有限的货币

基金规模占比较高，以及总规模的长期不足，

也使得金鹰基金的营收净利位列6家机构末

位。据最新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

金鹰基金实现管理费收入31071.03万元，较

2018年末的36064.18万元同比下滑13.85%。

同期，净利润也从6253.9万元缩水至3033.68

万元，同比减少51.49%。

管理层频变 未来发展待解

“年内金鹰基金规模发生变化可能与其

年初股东变更，以致部分机构定制产品遭遇

份额赎回有关。”某公募从业人士分析道。

回顾金鹰基金的发展历程，自2002年成

立初始，广州证券（现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

公司）以40%的持股比例占据第一大股东之

位。虽然2010年和2011年两度出现变更，但

广州证券的最大股东地位从未被撼动，持股

比例更一度提升至49%。

然而，一切的变更出现在2017年。当年11

月，东旭集团凭借33770万持股，高达66.19%

的持股比例入主金鹰基金，彼时，广州证券在

并未出现持股变动的情况下，持股比例降至

24.01%，变为第二大股东。

上述从业人士提及的股东变更即今年1

月发生的中信证券和广州证券的并购事件。

据金鹰基金第二大股东广州越秀金融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控”）

半年报披露，在中信证券对广州证券实施并

购后，将广州期货和金鹰基金的股权剥离退

还给广州证券原控股股东越秀金控。由此，

越秀金控于2020年1月完成对金鹰基金

24.01%的股权回购，金鹰基金的股东背景也

随之变为东旭集团、越秀金控、广州白云山

医药集团3家。

事实上，股东频频出现变更的背后，作为

子公司的金鹰基金也面临着管理层的不断

“换血”。据证监会信息披露数据显示，自2018

年至今，金鹰基金旗下累计发布了17条高管

新任和离任公告，涉及职位包括董事长、总经

理、副总经理、督察长、首席信息官等。

其中，作为基金公司“掌门人”的总经理

更是连换两任。先是2018年12月，曾在

2015-2018年期间带领金鹰基金实现总规

模从60亿元提升至近660亿元共10倍增长，

并步入“辉煌四年”的总经理刘岩因个人原

因离任。随后，在工银瑞信、安信、东方等多

家基金公司有着产品开发和量化投资经验

的刘志刚于2019年3月新任总经理。但不足

一年，即2020年1月，刘志刚也因个人原因

离任。

值得一提的是，刘志刚离任前还曾因被

国开泰富基金原总经理杨波登门辱骂而备受

关注，彼时有市场消息称，该事的起因或与股

东方东旭集团有关。

如今，随着最新一轮股东变换，公开数据

显示，金鹰基金原副总经理姚文强于今年3月

新任总经理一职，东旭集团副总裁王铁则在

今年4月新任董事长。同时，公司原董事长，也

就是金鹰基金第一大股东东旭集团董事长李

兆廷因工作安排离任。

新管理层到任已达半年时间，未来公司

高管拟采取哪些措施提升旗下产品管理规

模，并进一步完善投研、营销体系等，也备受

关注。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联系进行采访，但

截至发稿前并未收到相关回复。

在杨德龙看来，公募基金高管频繁变动，

可能造成公司经营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由于

高管变动会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合，因此，对

公司的销售和投资都可能会造成影响。

“当前公募基金市场的马太效应越发明

显，大型基金公司更容易发行产品，而中小型

机构发行产品则越来越困难。因此，中小型基

金公司要想提升自身的实力，一方面需要提

升公司的品牌价值；另一方面，应当扩展渠道

并提高投研实力，提高公司业绩，如此才有望

实现逆转。”杨德龙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宇阳

股东变更藏契机 金鹰基金能否华丽转身

作为在2002年11月成立的早期券商系公募基金之一， 金鹰基金从成立之初的广州证券担任第一大股东，到

2020年的东旭集团、越秀金控、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共同持股，已走过了18载岁月。就管理规模而言，金鹰基金经

历了蛰伏的十余年、辉煌的四年以及再度出现下滑的两年。在同一批次获批成立的基金公司中，金鹰基金已略显

落后。那么，在近年来股东以及公司高管层的频变之后，金鹰基金又是否能抓住契机，在公募市场大发展的当下迎

来华丽的转身？

券商系公募研究

旧版重疾定义下门槛更低的疾病

甲状腺癌

双耳失聪
恶性肿瘤

急性
心肌梗塞

新版重疾定义下条件更宽松的疾病

重大器官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冠状动脉搭桥术

心脏瓣膜手术

严重阿尔兹海默症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主动脉手术等高发疾病

距离重疾定义正式“辞旧迎新”尚存一段时日，在新旧产品交替的“换挡期”，不少消费者陷入了是搭旧款“末班车”

还是静待新品的两难境地。不过，连日来部分险企放出的“择优”大招，给迟疑不决的消费者送上了“定心丸”。

11月25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近日包括友邦人寿、中国人寿、平安人寿、恒大人寿等险企均根据重疾新规陆续针

对性地推出了过渡期“择优”理赔方案。业内人士认为，重疾险“择优”理赔方案可有效减少消费者理赔信息成本，对风险厌

恶型消费者尤为友好。那么，在“择优”理赔过程中，消费者该如何选择？消费者在购买重疾险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