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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一则突击投保上亿意外险
的案例引发保险公司风险预警遥

李明 (化名) 自 2018年 12月底
起袁短短 2个月来已在多家保险公司
连续投保 20多份保险袁 除了少数几
份定期寿险袁 其余多为高额意外险尧
驾乘险遥 据悉袁目前李明夫妻合计意
外险保额约 1亿元遥投保人短期在多
家保险公司突击投保如此高额意外
险相当罕见袁该行为已经引起保险公
司高度重视袁多家公司正在展开风险
排查遥

高额保单带来的道德风险一直
是保险公司防范的重点遥除了承保环
节的风控措施袁保险公司在理赔环节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共享遥尤其是
针对具有重大道德风险的保单袁保险
公司会针对单个案件的出险情况展
开专门调查遥

多位保险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袁很
多骗保在承保环节虽然查不出来袁但
是出险时会有专门理赔核查环节袁一
旦发现是骗保袁就赔不了了遥

也就是说袁骗保或欺诈成功率很
低遥 但问题在于袁理赔环节的严格审
核在事后袁并不能解决前期承保中风
险累积问题袁难以解决消费者以身犯
险的冲动问题遥

有理赔人士表示袁如何针对疑似
逆选择风险的保单进行事前干预袁避

免投保人进行一场没有结果的生命
豪赌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A6工作室创始人魏然有多年保
险理赔经验袁 他提出了三点建议院一
是构建行业信息共享机制遥搭建行业
性的承保信息预警平台袁设置承保预
警线袁 提升行业整体核保工作效率曰
二是针对极端风险案件袁保险公司内
部需要建立专门处置团队遥不仅被动
理赔袁更需要主动从风险管理的角度
与被保险人进行沟通袁加强对高风险
人员的保护曰三是加强对老百姓保险
知识的普及遥让更多民众明白保险是
一种风险管理工具袁 不能误作他用遥

文证

2月份以来袁股市节节
走高袁让不少投资者都享受
了这场牛市盛宴遥但是与股
市的火爆行情相反袁银行理
财产品在 2 月份 野量价齐
跌冶遥

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
院监测显示袁2月份袁 银行
理财产品共发行 8764 只袁
环比降幅为 20.62% 袁较
2018 年 2 月份减少 2322
只袁同比降幅为 20.95%曰银
行理财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35%袁环比下降 3BP袁已连
续 12个月下降袁创 22个月
以来的最低值遥

2月份发行量不足万只
2月份袁银行理财产品

共发行 8764只袁 环比降幅
为 20.62%袁较 2018年 2月
份减少 2322只袁 同比降幅
为 20.95%遥

野2月份银行理财发行
量明显减少的原因主要是
春节假期影响袁其次理财新
规的影响也在持续袁所以银
行理财发行量近几个月同
比降幅一直在 20%以上冶袁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金融
分析师杨慧敏指出遥

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
院监测数据显示袁2 月份袁
保本类 (保证收益类+保本
浮动收益类)银行理财发行量为 2103款袁占
比为 24%袁较 1月份下降 0.96个百分点袁同
比下降 7.5个百分点遥 从近期数据总体来
看袁自资管新规发布后袁保本理财发行量占
比逐渐下降袁保本理财产品逐渐退出市场遥

在保本理财产品中袁 非结构性产品有
1509只袁占比为 71.75%袁发行银行主要为农
商行和中小型城商行遥结构性保本产品主要
发行银行为外资银行和全国性银行遥

2 月份袁 净值型理财产品共发行 319
只袁 其中混合类投资型有 224只袁 占比为
70.22%遥渤海银行尧上海银行尧青岛银行为 2
月份净值型理财发行量前三的银行遥 2月份
净值型理财产品发行量减少与春节假期有
关袁预计 3月份净值型理财发行量仍会回归
正常增长遥

银行理财野保 4冶压力依然大
据央行人士表示袁截至 2018年末袁银行

保本和非保本理财余额合计 32万亿元袁同
比增加 2.5万亿元袁增长 8.5%遥其中袁非保本
理财余额 22万亿元袁 较 2017年末基本持
平曰理财资金主要投向债券尧存款等标准化
资产袁占比 70%遥可见 2018年不仅银行理财
发行量增速放缓袁 银行理财规模增速也放
缓袁基本无增长遥

近期由于流动性宽松因素袁 货币市场
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普遍下跌袁 银行理财
收益率也持续下跌遥 有研究机构称袁野近期
银行理财收益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袁 理财
产品预期收益率相对于市场利率下行速度
的滞后性或导致银行面临成本收益倒挂的
局面冶遥

银行面临成本收益倒挂的情况有两个
前提条件院一是该理财产品为预期收益率型
的理财产品袁而非净值型的产品曰二是该理
财产品主要资产配置为货币市场工具和债
券类袁而不是非标类资产遥

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下袁银行理财的成本
和收益是存在倒挂可能性的袁因为流动性宽
松下袁货币市场利率不断下行袁传导至债券
收益率也不断下行袁而预期收益率型的银行
理财最终以预期收益兑付袁所以理论上存在
倒挂的可能遥但实际上由于一些银行新产品
仍然对接的未到期老资产袁而老资产主要有
非标等高收益资产袁 最终收益也相对较高袁
可以覆盖预期收益率遥 章源

夫妻共同财产被一方擅自处理
咋办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野被债务冶了
又该咋应对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袁为妇女提供婚
内自我保护方法袁应对上述情况遥

擅自出售夫妻共同财产
另一方可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

2014年袁大足区的何女士与肖先
生结婚袁 两人婚后购买了客车一辆袁
并以肖某名义挂靠在第三人名下进
行实际经营遥

后来袁两人因感情不和袁肖某提
出离婚诉讼遥 在此期间袁肖某擅自将
夫妻共同所有的车辆进行了出售袁获
得价款 7.2万元袁并称用所得款项偿
还了购车所欠借款遥

对肖某的卖车行为袁何某并不知
情遥何某与肖某协调分割财产事宜无
果后袁何某起诉至大足区法院袁要求
分割案涉车辆遥

去年 8月 2日袁大足区法院经审
理认为袁本案中袁原尧被告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购买的客车袁在双方并无
夫妻财产约定之情形下袁包括该车出
售变卖之款项袁均应属于原尧被告夫
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袁双方均有平等的
处理权遥肖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之行为袁已突破了夫妻日常生活家事
代理之限度袁 损害了何某的合法权
益遥鉴于肖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的过错袁法院酌定肖某支付何某应分
割的车辆价款 4万元遥

法官释法院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袁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

共同财产袁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袁
有平等的处理权遥一方有隐藏尧转移尧
变卖尧毁损尧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
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
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袁夫妻一方可以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请求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遥

本案中袁肖某自述其与何某处于
分居生活尧 随后提出离婚诉讼期间袁
肖某擅自将夫妻共同所有的车辆进
行了出售遥 考虑到原尧被告双方已经
出现感情不和的情形袁双方已具有离
婚诉讼利益的冲突遥并结合肖某在离
婚诉讼中的陈述袁在没有证据证明其
与何某协商出售车辆并处置售车款
项的前提下袁 可判定肖某具有转移尧
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故意袁且该行为
明显损害了何某的合法权益遥肖某擅
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之行为袁已突破
了夫妻日常生活家事代理之限度袁故
何某提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之诉讼请求袁符合司法
解释规定的条件袁应予支持遥

无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债务
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合川区杨某与肖某 (女) 原系夫
妻遥 经法院判决离婚后袁肖某向法院
起诉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遥杨某提
出反诉请求袁要求确认夫妻共同债务
727600元袁并由肖某承担 363800元遥

去年 12月 5日袁 合川区法院在
审理后认为袁杨某不能证明所借款有
肖某共同签字或者肖某事后追认袁也
不能证明借款用途为夫妻共同生活
或共同生产经营袁对其主张借款系夫
妻共同债务的意见不予采信遥

以此为标准袁在对杨某陈述的债

务情况逐一审查后袁一审法院仅确认
杨某向杨某某借款 10 万元为肖某尧
杨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袁
肖某对此应负担二分之一遥

市一中法院在二审中也认为袁杨
某主张的部分借款虽然发生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袁但是借条上只有杨某
一人签字袁并无肖某签字袁肖某亦不
予追认袁无证据证明杨某尧肖某有共
同举债的合意遥 而且袁杨某对部分借
款均未能举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或生产经营遥 遂判决驳回上诉袁维
持原判遥

法官释法院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曳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袁夫妻
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
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袁应当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遥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袁债权人以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袁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遥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袁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袁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尧 共同生产经
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遥

因此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袁不能证明有夫妻另
一方事后追认袁也不能证明该债务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尧 共同生产经营的袁
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遥

女性该如何保护婚内财产

法官支招

夫妻突击投保上亿引发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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