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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理赔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解析
———以平安人寿为例

刘天亚,徐

铮,王风娟

(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国内保险公司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不仅需要创新产品,更需要

提升自身的服务。 保险理赔是保险服务重要构成部分,对优化险企的经营、推动行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该文基于人身险理赔服务的现状,以平安人寿为例,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有助于提高人身险理赔服
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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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 服 务 承 诺 升 级 “ 标 准 案 件, 资 料 齐

随着保险业的蓬勃发展,保险行业监管机构、商
业保险公司以及消费者都越来越关注保险理赔服务
环节,理赔服务作为保险产品服务的最后一关,既是
公司把控风险的环节,也是客户衡量产品及服务优
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理赔服务质量的好坏不仅会直
接影响到客户的购买积极性,还会影响险企的经济

全,2 日赔付” ,到 2015 承诺与爱项目中“ 重疾先赔、
特案预赔” 的落地;从 2016 年“ 安 e 赔” 客户足不出
户就可以申请理赔,到 2017 年 30 分钟“ 闪赔” ,甚

至现下平安正在努力搭建的 “ 快赔” 、“ 直赔” 平台 ,
始终不断优化理赔服务理念,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更

效益,更会对险企的社会口碑及社会形象造成极大

加卓越、更有温度的理赔感受。

影响。 近年来,虽然公众对于保险的认知水平在不

1. 2

断提高,但提起保险,仍然会有人有“ 理赔难” 、“ 保

人身保险理赔纠纷高频出现
虽然各家人身险险企纷纷以客户服务感受为出

险是骗人的” 等诸如此类的印象。 因此,本文以平

发点,创新服务理念、优化服务流程、兑现服务承诺,

安人寿为例,探讨提高人身险理赔服务的必要性。

但理赔纠纷依然频繁发生。 根据中国银保监局公布

1

人身保险理赔服务的现状

的《 关 于 2018 年 一 季 度 保 险 消 费 投 诉 情 况 的 通

理赔服务理念不断推陈出新

件,其中:理赔纠纷投诉 3 246 件,占投诉案件总量

1. 1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理赔模式、

纯粹的理赔赔付已无法满足公众对体验式服务、创
新型服务的迫切需要,各家人身险险企纷纷推出各
具特色的理赔服务。 为顺应时代步伐,平安人寿不
断优化服务理念、颠覆传统理赔模式,构建全方位理
赔服务。 为顺应时代步伐,平安人寿不断优化服务
理念、颠覆传统理赔模式,构建全方位理赔服务。 从
2009 年的 “ 信 守 承 诺, 为 您 寻 找 理 赔 的 理 由” , 到
2011 年平安人寿第一个向社会承诺“ 标准案件,资
料齐全,3 日赔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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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2018 年一季度消费者投诉涉及人身险 17 707

的 27. 73%,较上年同期增长 37. 89%,是投诉案件
中占比较高的投诉类型。 截至 2018 年一季度,中国
平安人寿涉及人身险投诉案件 1 222 件,理赔纠纷
投诉 245 件, 占 投 诉 案 件 总 量 20%。 此 外, 截 至 2

月,全国寿险企业保费收入 7 757. 11 亿元,同比下
降 24. 31%。 同比上年同期呈下降趋势,保费收入
放缓;全国寿险业务赔付 1 126. 80 亿元,同比下降

14. 46%,相较于历年,人身保险理赔赔付支出增速
快于保费收入增速尤为明显。

人身保险理赔投诉案件频发,无疑会打击客户
购买的积极性,不利于保费的增长;保费收入增速跟
不上理赔赔付支出的增长速度,势必会增加保险企
业的支出成本,缩小企业的盈利空间。 因此,经济新
常态下,思考如何管控理赔、提质增效,对平安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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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业都具有现实意义。

理念。 客户在出险时往往关注自己的病情,却忽略

2

了报案环节,如若需要调查进一步核实出险情况的

2. 1

人身险理赔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理赔核定标准不统一
从行业内来看,各家人身险公司产品同质性较

大,但具体的责任范围、赔付标准均有所差异,如:住
院费用自付费部分的赔付是否赔付、住院补贴给付

案件等申请理赔时再报案,客户等待时间就会较长。
在申请时,资料不清晰、资料不全或处理不及时,也
会给客户以理赔速度慢的体验。

3

人身险理赔服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天数确定等,被保人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有同类产

理赔不仅是保险责任落地的重要环节,更是保

品,由于客户对保险缺乏专业的认知,难免会就理赔

单全流程服务的“ 照妖镜“ ,根据理赔服务过程中出

差异进行简单的比较;从公司内来看,公司理赔服务

现的纠纷问题,纵观保单服务全流程,可以清晰的剖

理念在不断推陈出新,理赔工作人员也在更新换代,

析出在公司端、消费者以及社会层面的原因,具体分

理赔结果可能会因公司阶段性的理赔服务理念、理

析如下:

赔处理人的不同而不同,以此可能会给客户造成保

3. 1

险公司控制理赔尺度、理赔标准不唯一的印象,进而
引起理赔纠纷。
2. 2

保险条款责任有争议

公司层面

3. 1. 1

前端展业欠规范,纠纷隐患易埋下

前端销售环节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其一,

代理人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存在道德风险。 在各家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属于合同关系,被保人

保险公司中,代理人的招聘门槛大多中专以上,学习

履行交纳保费义务,被保人对保单内约定的责任承

能力、素质千差万别,各家寿险公司自 2015 年大力

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基于风险考虑,合同内都会约

发展代理人队伍,一大批良莠不齐的代理人员走进

定责任除外事项,针对赔付标准、范围在条款内做释

销售队伍,部分保险营销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忽视

义说明( 如:重大疾病赔付病种、住院、手术、一次住

职业道德,刻意夸大产品的功能,造成客户对产品的

院等内容) ,但在理赔实务过程中,常会发现由于前

错误理解;其二,展业技能参差不齐,众所周知,保险

端销售展业不规范、夸大保险责任,续期服务不佳等

行业内代理人流动性很强,脱落率居高不下,而高频

原因,存在客户对保险责任的不理解或者误解,因而

脱落归根究底就是代理人展业技能不高、收入低,造

当客户因责任免除事项、不满足赔付标准被告知拒

成考核难以为继。 脱落后重新招聘新人,“ 脱落—

赔时,常会对理赔结论表示不接受。

招新—脱落” 以此循环,代理人展业技能始终层次

2. 3

不齐,代理人因自身理解不透彻、不清楚,不能及时

理赔手续较繁琐
依据保险法度保险合同的规定,各家保险公司

合同内均有如何领取保险金的内容,包含:受益人、
保险事故通知、保险金的申请以及保险金给付等内
容,一般说明的都比较笼统。 在实际申请理赔时会
因理赔类型、事故属性、事故者是否成年、保单属地

给予专业的解答,增加客户的误解机率。
3. 1. 2

中端承保环节“ 宽进” ,承保质量难保证

“开门红” 是保险企业开年重头戏,通常新单业

务量占据全年新单业务 60%以上,奠定公司全年的
发展基调。 在“ 开门红” 期间,为了助推前线保单业

等原因资料有些许差别,如:身故赔付案件,受益人

务达成目标,抢占市场市场占有率,中端核保环节会

为被保人的法定继承人时,各受益人与被保人的关

制定一些列的辅助支持措施, 会存在 “ 宽进” 的 现

系证明材料就是平安人寿在理赔受理时最为常见、

象,这不仅会增加赔付风险,还可能会使客户对保单

也最容易引起纠纷的情形,当关系证明不可用、无法

产生误解。

出具、不易出具或其他人身险公司不要求提供的情

3. 1. 3

况下,极易造成客户的不满情绪,抱怨理赔手续繁

后端理赔“ 繁杂死” ,理赔手续待优化

在理赔核赔时,需要依据条款承保责任收取规

琐、理赔难。

定材料、按照条款约定赔付标准进行赔付,在此过程

2. 4

中,任一环节未与客户达成一致,就会引发理赔纠

理赔等待时间长
出险三日内向公司报案,出院后及时提交资料

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保险条款内容不够

申请理赔,这是平安人寿一直在不断向客户提倡的

清晰明了,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专业术语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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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代理人与公司对于条款的解读不尽相同,有时

间产品同质性较高,但是赔付标准、处理方式不尽相

客户会认为公司解读范围狭窄,咬文嚼字,对一些疾

同,赔付结果在行业内不占优势将会影响客户对公

病界定不甚明了;二是理赔资料繁杂,出于风险管控

司的满意度及口碑。

的需要,有些案件需要客户严格按照规定提供材料,

4

如:交通意外事故中需要提供事故车辆的两证及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残疾保险金申请需要提交事故
日起 180 日后经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伤残鉴

4. 1

改善人身险理赔服务对策建议
统一理赔核定标准,规范理赔作业程序
首先,尽快出台人身险理赔的规范性文件。 目

定报告,这些材料是需要依赖于第三方出具,难免会

前,中国各家人身险公司理赔流程没有统一的规范,

拖延客户等待时间,如若客户提供资料不清晰、不

各行其是,对公司及客户都带来极大困扰。 因此银

全,基于风险管控,需要重新提供资料申请,无疑也

保监会及行业协会应该依据中国的医疗现状,结合

会增加客户等待时间;三是理赔专业人员技能有待

各区域特点,制定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身险理赔规

提高,理赔环节涉及医学、法学、保险学、药学等多个

范,以法律保障客户及各人身险公司的合法权益。

领域的知识,对理赔作业人员的综合专业素养要求

其次,各家人身险公司要牢固树立遵守规则的经营

极高,但统观平安寿险理赔队伍,几乎都是单一专

意识,坚持业务规范操作,使所有操作有据可循。

业,综合知识体系、理赔专业技能较弱,虽然公司安

4. 2

排“ 师傅教徒弟” 的方式进行培养,参加公司的专业

合理设计条款内容,降低理赔偏差可能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国内人身险保险

培训,但培训次数和内容还远远不够。

公司不仅面临来自国内的同业竞争,更要面临外资

3. 2

进入的挑战,因此,创新优化产品是公司需要关注的

客户层面
近年来,保险得到客户的普遍认可,但对于保险

重点问题,这需要公司针对市场进行调研、细分,在

的了解程度还非常有限,一方面因为客户缺乏对保

精算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设计更符合大众社会需

险专业知识,面对整本厚厚的合同往往没有耐心去

要、具竞争力的产品;其次,在合同制定中优化现下

解读,更多的是依赖于咨询、代理人讲述,如若在讲

存在的问题,让条款内容精简、通俗易懂,尽量减少

解过程中遗漏需要重点询问事项、重点告知事项时,

客户产生理解偏差的概率。

会造成客户对条款一知半解,极易在未得到赔付后

4. 3

引起投诉;另一方面客户的预期较高,就保险合同而

强化代理人技能培训,提高代理人综合素养
当下平安人寿有“ 线下现场培训” 与“ 线上直播

言,公司是行业的专家、合同的制定者,客户缺乏专

培训” 两条培训线,培训内容主要涉及:产品讲解、

业知识、是合同的被动接受者,在保险责任、术语的

展业技能、组织发展等内容,因此需要将前端销售与

解读会因角度不同而存在赔付标准、范围的认知差

后端理赔相结合,将责任免除条款、赔付易产生理赔

异,往往客户会理解的更为宽泛,从而导致双方的

纠纷的知识点贯穿于前端培训环节,防患道德风险。

“ 信息不对称” ,在达到客户的预期赔付标准时,客

另外,制定更精细、精准的技能培训计划,培养积极

户将不认同理赔结论。

热情的服务理念,不断积淀出一批展业技能高超、服

3. 3

务能力专业、个人能力突出的优秀团队,为每一位客

社会方面
理赔随着行业的发展公众对其评价有所好转,

户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在销售端降低理赔纠纷发

但是依然褒贬不一,主要是因为公众对于保险理赔

生的可能性,提升公司品牌美誉度,实现企业内在价

的认知过于局限,虽然平安人寿依托媒体、公众号、

值和个人综合能力的升华。

纸媒等形式等传播理赔典型案例、理赔专题知识,但

4. 4

涉及面还有待拓宽;其次,社会对于保险的信赖度不

优化理赔作业管理,提升理赔技能水平
首先,增加理赔作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不断

足,在理赔过程中因为责任免除事项、除外病症就

构建专业的综合知识体系,用于理赔作业实践中,指

诊、不满足赔付标准拒付而认为保险是骗人的不在

导升作业技能;其次,现行平安推出的 30 分钟“ 闪

少数,以此质疑保单存在的意义不仅说明公众对保
险存在价值的衡量标准太单一,更加说明社会公众
对保险的信任度不足;第三,各家人身险保险公司之

赔” 和“ 重疾先赔” 依然是 2018 年重点推动项目,面
对闪赔案件问题件多发、重疾先赔案例件数不高的
情况,平安寿险将会加强对前线的培训,减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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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逐步扩大“ 重大疾病” 赔付病种,提高重疾先陪

烈的新形势下愈加强大。

赔付占比,提高客户理赔体验感;最后,进一步优化
理赔流程,简化理赔申请材料,减少客户等待时间。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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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Problems in Life Insurance Claim Settlement and Their Solutions
———Take Pingan life insurance for example
LIU Tianya, XU Zheng, WANG Fengjuan

( XinJiang Branch of 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td. Urumch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8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 - up policy in finance industry, domestic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confronted with more challenges, which push them not only to innovate their product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services. Claim settlement is a crucial service part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upgrading the
management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faced by life insur-

ance and taking examples from Pingan Insurance Compan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as well as put forward
some initiatives aiming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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