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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经济·金融

记者8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人民
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标准
委5部委联合发布《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
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

“十三五” 金融业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
工程和保障措施。

■据新华社

一些长期人寿保险， 缴费期限往往
长达10年或者20年，在缴费期内，由于投
保人疏忽或者经济等原因， 有时会出现
保费断档的情形。记者了解到，一旦过了
缴款日， 投保人未能在60天宽限期内及
时缴费， 保单就进入2年保险中止期，在
此期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除非合同有
约定保单现金价值代垫功能， 否则保险
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不过，处于中止期
内的失效保单还可以“起死回生”。

保费断档超过“宽限期”
多数保单会失效

6月6日， 市民卢先生向记者反映说，
他前几年投保了一份重疾险， 一年缴费
5000元左右，合同约定缴费期限为20年，
缴费方式为银行账户扣款，到了缴费期，
只要按时足额把保费存进指定的银行账
户，保费就会自动划转。由于自身原因，
他已半年左右没有缴交保费了， 他想知
道像这种保费断档几个月的保单是否还
有效？现在补交保费有用吗？

记者了解到， 各保险公司对于保单
均设有一个60天的宽限期， 即自首次缴
付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后，每次交费对
应日起60天内，投保人只要补交保险费，
保险合同就继续有效， 在宽限期内发生
疾病等，可以正常申请理赔；如果超过宽
限期还未交费，保险合同就会中止，中止
期为2年。

在中止期内保单是否失效要看合同
规定。 多数保单在中止期内属于失效状
态，但也有例外，如果保险合同中有代垫
功能规定， 保险公司会继续承担保险责
任。如一家公司重疾险合同规定，保单现

金价值余额足以垫交到期应交保险费
时，保险公司将自动垫交所欠保险费，保
险合同继续有效，反之合同效力中止。

长沙一名保险业内人士表示， 同一
家保险公司旗下具有代垫功能的保单品
种相对较少，主要是一些长期重疾险，其
他险种在中止期内多不承担保险责任。

中止期失效保单可申请复效

不过， 处于中止期内的失效保单可
以“起死回生”。记者了解到，保险合同效
力中止后2年内，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提出
复效申请，经保险公司审核通过，补交保
费后可恢复保单效力。但如果超过2年而
没有申请复效，保单将永久失效，届时投
保人只能要求保险公司退还合同现金价
值（已缴2年以上保费的）或退还扣除手
续费后的保费（未缴足2年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
加，客户在申请复效时，保险公司有时会
要求客户进行体检， 此时客户身体如出
现“小状况”，保费可能就要增加，甚至复
效申请也会被拒绝。

宽限期结束后超过2年以上仍未交
费的，保险合同正式失效，此时客户只能
重新投保了。

保险业内人士表示，临近缴费期，保
险公司均会通过短信等多种方式提醒客
户及时缴费，但客户疏忽忘记，或者变更
电话和通讯地址后未及时告知保险公
司，或者由于自身经济等原因，使得保费
未及时缴交的情形时有发生。 通常超过
宽限期保单合同效力就会失效， 因此市
民在投保后要记得按时缴纳保险费。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安可

5月份银行理财产品
发行量和收益率“双升”，
融360昨日发布的监测数
据显示，5月份银行理财产
品发行量共12005款， 较4
月份增加10.6%；平均预期
年化收益率为4.24%， 较4
月份上升0.06个百分点，
连续六个月上涨。 不过，
203款理财产品未达到预
期最高收益率， 且多数为
结构性理财。

融360理财分析师刘
银平表示， 未来收益继续
走高概率较大， 风险等级
为2级的非结构性理财产
品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
但结构性理财产品少碰，
对流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
者可以考虑净值型理财。

5月银行理财量价齐升
6月收益或继续走高

融360监测的数据显
示，5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发
行量共12005款， 较4月份
增加了1150款， 增幅为
10.6%；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4.24%， 较4月份上升
0.06个百分点， 连续六个
月上涨。其中，保证收益类
理 财 产 品 平 均 收 益 率
3.53%，保本浮动收益类理

财产品平均收益率3.71%，
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
品平均收益率4.52%。今年
以来， 非保本理财产品平
均收益率首次突破4.5%。

5月，湖南地区多家股
份制银行发行的多款理财
产品收益率都超过5%。

融360理财分析师刘
银平表示， 为了稳定年中
资金面， 近期央行向市场
“放水”释放流动性，但资
金流动性仍然偏紧，6月份
银行面临年中考核， 揽储
压力加大，预计6月份银行
理财收益率会继续上升。

那过了年中这个节点
银行理财收益会下降吗？
刘银平认为， 资金偏紧将
成为一个中长期趋势，并
不是说过了6月底这个节
点市场上钱就立马多了起
来， 过去几年货币政策是
稳健偏宽松， 未来将会是
稳健偏紧缩， 因此下半年
银行理财收益率很可能会
继续走高。

203款理财产品
未达到预期最高收益率

5月份到期的理财产
品中， 有203款未达到预期
最高收益率， 其中124款结

构性理财产品，79款非结构
性理财产品，后者多数为某
国有大行发行的产品。

监测数据显示，5月非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收益达
标比为83%，结构性理财产
品 的 收 益 达 标 比 仅 为
52.6%。分析师表示，这些结
构性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最
高收益率为5.26%，实际到
期平均收益率只有2.77%。

刘银平告诉记者，发
行结构性理财的多为国有
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
行，目前银行理财市场上收
益率超过5.5%的， 多数都
是结构性理财产品， 这类
产品收益计算方式复杂，
收益率是一个区间， 最低
收益率很低，如0或1%，最
高收益率很高， 如10%甚
至20%，但达到预期最高收
益率的概率较低。该类产品
本金风险不大，但收益风险
很大。

虽然结构性理财产品
的预期最高收益率很高，
但实际达标率偏低， 并且
收益计算方式复杂， 所以
适合有投资经验并且具备
一定金融知识的投资者购
买， 理财新手尽量避免购
买结构性理财。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安可

收益连涨6个月，银行理财牛市来了？
分析：下半年收益或继续走高 建议：结构性理财产品尽量少碰

结构性理财产品是指
通过某种约定， 在客户普
通存款的基础上加入一定
的衍生产品结构， 将理财
收益与国际、 国内金融市
场各类参数挂钩， 例如汇

率、利率、债券、一揽子股
票、基金、指数等。从而使
投资者在结构性理财产品
到期保本的同时， 有机会
获得比传统存款更高的收
益。

结构性理财产品通常
根据客户获取本金和收益
方式不同进行分类， 一般
分为保本固定收益型、保
本浮动收益型和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三类。

保费断档超过宽限期，保单成废纸？
多数保单会失效 2年中止期内可申请复效

五部委发布“十三五”金融业标准化发展规划

对于银行理财投资者
来说， 当下最关注的问题
主要有两点： 怎样买到安
全靠谱并且收益率不是太
低的理财产品？银行理财收
益一直在上涨，6月底应该
会更高，要不要等等再买？

对此， 刘银平提出四
点建议：首先，风险等级为
2级的非结构性理财产品
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虽
然风险等级为2级的理财
产品不保本， 但也非常安
全， 拿到预期收益率的概
率在99%以上，即使个别产
品达不到预期最高收益

率，但也不会差很远，亏损
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第二， 结构性理财产
品少碰。 投资者一般不会
主动去购买结构性理财，
但高达7%、8%的收益还是
会诱惑投资者， 这些超高
收益的理财产品大多数都
是结构性理财， 希望投资
者不要随便听信。

第三， 对流动性要求
较高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净
值型理财。 净值型理财可
以提前支取，风险等级在2
级或以下的都比较可靠。
收益率虽不是固定的，但

会定期披露产品净值，与
基金较为相似， 可以提前
赎回， 提前支取的手续费
不高，超过一定期限（如一
年）赎回可以免手续费。

第四，买理财别等。虽
然今年银行理财收益率一
直在上涨， 但其实涨幅并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大，
与余额宝之类的货币基金
相比涨幅就小多了， 如果
等等再买就会造成资金站
岗问题， 而且理财收益也
并没有涨很多， 一个银行
的同类理财产品收益一个
月可能只涨0.1%。

结构性理财产品尽量少碰

名词 结构性理财产品

进入2017年以来，受
A股总体弱势震荡等因素
影响，公募基金表现分化。
得益于海外市场表现相对
较好， 特别是互联网中概
股走势强劲，QDII基金处
于“领跑”位置。

在整体表现不佳的同
时， 偏股基金业绩明显分

化。前5月业绩排名居首的
易方达消费行业基金斩获
23.85%收益率， 业绩垫底
者亏损逾26%， 首尾相差
近50个百分点。

在海外主要市场表现明
显好于A股的背景下， 前5个
月QDII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
达到7.735%， 在公募基金各

类别中处于“领跑位置”。
QDII基金的出色表现

与今年以来海外中概股的
大幅上涨密切相关。 基于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新兴消
费市场的看好，前5个月60
多只互联网中概股走势强
劲，平均涨幅超27%。

■据新华社

前5个月公募基金表现分化 QDII基金“领跑”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