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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资金周转难 保单变“银行”
■ 本报记者 王诗文

“保单贷款” 是指一张保单除了具备保障与投资功能
外，还可以为投保人获得短期融资资金。 但很多时候，为了解
决资金燃眉之急，绝大多数人更习惯于向银行申请贷款或视
融资量大小而选择透支信用卡。 事实上，对于那些购买了保
险的保单持有者来说，完全可以利用保单贷款满足资金应急
之需，而且享有的保障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问题一：所有保单都可以贷出钱吗？
可申请贷款的保险须具备储蓄性质
对于保单贷款，多数人都会存有这
样的疑问：是否所有的保险产品都可以
进行保单贷款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通常情况下，那些具备储蓄性质的人寿
保险、分红型保险、养老保险及年金保
险等人寿保险合同， 可以申请保单贷
款。 而像意外险、健康险、投资连结保险
及万能寿险等险种则不具备抵押贷款
的功能。
“保 单 贷 款 可 以 简 单 理 解 为 ， 产
品必须具备现金价值， 但并非所有的
保单都具有现金价值。 ”业界资深理
财师张珍首先指明了可以进行保单贷
款的产品条件。 那么， 何为现金价值
呢？ “现金价值是指带有储蓄性质的
保单所具有的价值， 是客户所缴保费
高出保障成本、 经营费用的部分及其

利息的积累， 扣减相应的退保费用后
的剩余部分。 通俗讲， 现金价值就是
客户退保或解约时退回的钱。 值得注
意的是， 对于短期的费用型保险，如
意外险、 车险， 保险公司承诺在一定
期限内发生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便给予
理赔， 但如果未出险也不返还保费，
故这样的保单便不具有现金价值。 ”
为便于理解，以返本型保单和理财
型保单举例。 这类保单多为长期保险计
划，比如投保终身寿险。 在投保多年后，
当有生之年需要钱时， 仍可以选择解
约。 由于多年本金加复利的积累，现金
价值将接近或超过这些年所交的保费，
相当于多年的保障都是用本金产生的
利息购买的。 所以可以理解为，只要保
单有储蓄性质便都具有现金价值。

问题二：一张保单的可贷款额是多少？
保单现金价值的 70%至 90%都可贷出
关于保单贷款的额度与期限，各家
保险公司是不同的。 据了解，大多数公
司规定，保单贷款的额度是现金价值的
70%至 90%， 贷款期限一般在六个月
以内，超过六个月可以循环贷款，有的
是一次性还本付息，有的则可以只还利
息，不用还本金。 而各家保险公司对于
贷款利率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但通常情
况下与银行贷款利率差别不大。 既然利
率上看，保单贷款的优势并不是特别明
显，那为何从理财的角度讲，还应首选
保单贷款方式呢？
对此，业界理财师表示，与银行相
比，保单贷款放款较快，一般三个工作

日即可。 贷款者无需寻找额外担保，比
银行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较优惠。 一般
来说，利率比分期贷款利率要低，手续
也比较简单，只需要投保人持有效的保
单、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办理，不需要担
保人，不需要审核抵押物，不需要收入
证明。 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提起申请，只
需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能把贷款办下来，
且对于资金的用途也没有什么限制。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也有保险公司
提供了更便捷的贷款流程，譬如保单持
有人可进入自己的账户自助申请保单
贷款， 同时后续还可进行自助还款，实
现当日申请次个工作日到账的快捷。

问题三：保单现金价值充当保费可以吗？
除贷款还可实现自动垫付和减额交清
只要交过保费的市民都有这样的
经历：在该交续期保费的时候，因为没有
用到保险所以很纠结， 心想之前的钱白
交了，下一年保费是交还是不交呢？不少
投保人曾遇到过类似纠结， 当时恰巧在
交续期保费时赶上手头紧张， 于是就萌
生出不交的想法， 但又知道如果在交费

期内不交费的话保单会停效， 不但没有
保险利益，之前交的钱也白交了。可如果
办理退保肯定有资金损失， 于是一度陷
入交与不交的纠结。有的退保客户说，我
是真的没钱交了， 家庭成员有罹患大病
的或出现其他经济危机， 只能被迫选择
退保，拿回少得可怜的退保金。

对此，行业人士建议投保人，有一
招没钱照样可以交续期保费的办法。 当
然，有的保单客户在投保时如果选择了
投保人豁免的话，那么在交费期投保人
一旦得了重大疾病或 1 级至 3 级伤残
抑或身故，以后若干年的长期保费就可
以免交了， 这一点对于长期交费如 20
年或 30 年的投保人来说非常关键，可
以规避交费风险。 事实上，这种“没钱
照样可以交续期保费的办法” 指的正
是保单贷款。
事实上， 关于保险保单的现金价
值， 除了上述的保单贷款的功能外，还
有其他如自动垫付和减额交清的功能。
详细地讲，自动垫付是指当客户在宽限

期结束时仍未支付保费时，为避免保单
失效，投保人可以选择将现金价值垫付
应付的保费，直到现金价值用完。 这样
的结果是原保单的保障不变，但保障期
间受现金价值制约， 如现金价值越多，
保障期间越长，反之亦然。 对于只是暂
时有经济问题，但一段时间后仍具有交
费能力的投保人而言，自动垫付是一个
相对较好的“缓冲”方法。 而减额交清
是指投保人利用现金价值作为趸缴保
费， 一次性支付未来若干年所需的保
费，其保障期间不变，但大幅降低保额。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预计经济困难情况
将持续一段较长时间，但仍想保留原来
保障形式的消费者。

建议：用足保单宽限期与信用卡免息期
举个现实案例，方便投资者更好地
理解保单贷款这件事
在银行上班的小李最近马上到了
年交保费 10 万元的日子， 本来他是有
这笔资金预算的，但小李今年 2 月在朋
友处投资了一款 20 万元的产品， 朋友
承诺每月初给利息 4000 元。 小李非常
舍不得拿回其中的 10 万元， 毕竟这个
固定收益在天津基本相当于还算不错的
个人工资月收入。所以，他想用其他办法
解决， 比如用信用卡交续期保费解燃眉
之急，一来续期保费有 60 天的宽限期，
再加上信用卡有 50 天的免息还款期，
如果用好了可以有 110 天缓和的余地。
可是， 利用信用卡虽然可以缓一时
之急，但最终还是要一次性还清的。 一旦
到期还不了信用卡， 每天万分之五的高
利息太不划算。 于是，他又听说可以申请
保费分期还款，但要支付 5%至 7%的利
息。 那么，如何才能不交或少交利息呢？
了解到小李购买的产品，年交保费 10 万
元以上，交费期限三年，且已交过一年，
当年现金价值为 92%， 保单贷款为现金
价值的 90%，即保费的 80%即 8 万元可
以申请贷款。 小李查了自己的保单账户，
加上分红账户总计可贷 84000 元。
于是小李首先充分利用保单的 60
天宽限期， 原保单交费日期是 1 月 1
日， 在 3 月初时用一张 10 万额度的信
用卡来交第二年保费。 然后在信用卡免
息还款期之前，申请保单贷款 8.4 万元，
小李也只需在此前攒 1.6 万元，在大约
1 月 1 日后的 110 天左右就可以还信

用卡的 10 万元了。 对小李来说，三个月
积攒 1.6 万元没有压力。 这样就可以不
动用投资款， 继续多挣一个月 4000 元
的高利息。 而接下来的第三年也是如此
操作，只是第三年可以保单贷的金额会
更多，达到 16 万元，不用增加资金就可
以很简单地解决 10 万元的保费。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年投入
10 万元，第二年最多 2 万元，合计 12 万
元，就可以轻松解决三年交 30 万保费的
问题了呢？ 事实上，还有更好的办法，不
用投入一分钱， 还能每年多挣 8 万元至
12 万元。思路是这样的，小李在交过第二
年保费后， 可以贷到 16 万元的贷款，假
设以保单贷款利率 5%计算，如果有超过
5%利率的理财产品或投资渠道就可以
进行投资，拿保险公司的钱来赚钱。
从目前看，10 万元以上的年收益有
的可以达到 10%， 扣除保单贷款 5%的
利息，一年可以多挣 5%，即 16 万元的保
单贷款就多赚了 8 万元。 依次类推，第三
年可以贷到 25 万元，也按投资年收益率
为 10%计算， 一年又多赚 12.5 万元，相
当于一个月净赚 1 万元。 这样一来，小李
一个人相当于挣三份钱，一份是自己的工
作收入， 另一份是放朋友处的投资收入，
还有就是保单带来的第三份理财收入。
更何况， 小李买的这款保险产品
20 年后按中档分红会有双倍的收益，
即总保费是 30 万元，20 年后中档总利
益会有 60 万元， 再加上之前保单贷款
收益按一年 10 万元算， 总共会有大约
80 万元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