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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财产保全的重要
不亚于打官司本身

所谓诉讼财产保全，是指
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保证
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以切实
执行，及时、有效避免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
害，根据法律规定，由债权人
提出申请，法院依法采取的限
制有关债务人财产处分或者转
移的强制性措施。

据数据显示，每年我国民
商诉讼案件已达700万—800万
件，其中涉及财产保全的占比
30%—40%。2015年民商诉讼
案件再创新高，达1009 . 78万
件。诉讼财产保全在一定程度
上防止当事人(被告)转移、隐
匿、变卖财产，保证了将来判
决生效后能得到顺利执行，是
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的权利保
障措施。

有业内专家指出：“其实

只要涉及到财产的案件，最好
都做财产保全，尤其是相关保
险保费这么低廉的情况下。因
为打官司本来就是一件耗时耗
力的事，如果判决有利于你却
得不到实际赔偿，那么之前你
或者你公司付出的所有等于
零。我觉得，诉讼财产保全工
作的重要性不亚于打官司本
身，所以我建议，只要涉及到
财产的诉讼官司，最好做财产
保全。”

省钱便捷是硬道理
保险保全优势明显

济南作为山东政治和经济
中心，民商诉讼案也不在少
数。在此情形下，济南保险
业开发引进了诉讼财产保全
责任险这个新险种，据济南
市 保 险 行 业 协 会 统 计 ， 目
前，人保财险、太保财险、
平安财险、渤海财险等保险
公司都开展了这一业务。相

比 其 他 的 诉 讼 保 全 担 保 方
式，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
具 有 偿 付 能 力 强 、 手 续 简
单、信誉度高、成本实惠等
优势。申请财产保全的当事
人在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
险后，只需支付很少的保险
费用就可由保险公司承担诉
讼保全担保，并实现三方共
赢。对于保全申请人而言，
可以破解执行难、法律白条
的情况，同时减免因败诉或
执行过程中的保全错误、担
保责任的赔偿；对于被保全
人 而 言 ， 保 全 错 误 造 成 损
失 ， 可 得 到 便 捷 合 理 的 补
偿。此外，据记者了解，目前
济南辖内几乎所有法院都认可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作为保全
担保的一种新兴方式，提高效
率的同时，也减少了风险。

日前，济南A公司与B公
司在买卖合作中产生纠纷，A
公司向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起诉，为防止被申请人B公司
逃避、隐匿财产，特向该法院
申请财产保全。A公司通过多
方面比较，没有选择传统的担
保方式，转而尝试了投保诉讼
责任险来提供担保。A公司负
责人告诉记者：“保险公司提
供担保，只需要提供案件材
料，出单也很快，1小时就能
拿到保单和保全凭证。其他的
保全方式手续比较繁琐，自己

拿钱进行保全的话50万的保全
金额起码要拿15万。比较来比
较去，投保诉讼责任险既便捷
又不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

“我们保险公司赔偿能力
强，运作规范；对于财产保全
无需申请人提供同等价值财
产，不收押金及保函费，保险
费率低。最重要的是，手续简
便易行，当日即可出单。此
外，如果被保全人反诉，保险
公司可以配合积极应诉。”太
保财险济南中心支公司相关项
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出现
财产保全申请未得到法院同意
的情况，被保险人可以在保单
签发后30天内申请解除本合
同，保险人退还全额保险费。
财产保全申请得到法院同意、
本合同生效后，投保人不得退
保。

保全错误不鲜见
这个损失谁承担

每年这么多民商纠纷案
件，“因保全错误判赔”案也
并不鲜见。根据调查显示，
2 0 1 2年至 2 0 1 4年，全国约
2000万件民商诉讼案件中“因
保全错误判赔”案件约有100
件左右，因此保全申请人需要
对被申请人就保全错误造成的
损失进行赔偿。

这意味着，一旦出现“因
保全错误判赔”，原告就需要
向被告赔偿因保全错误造成的
被告的损失。据太保财险济南
中支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
“如果你选择了传统担保方
式，那么一旦出现‘因保全错
误判赔’，你只能自己赔偿被
告的损失，但是如果当时选择
了投保的诉讼责任险，这一损
失由我们保险公司埋单。”

记者从诉讼责任险条款上
找到这一险种的保障范围，明
确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
险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
申请，如因申请错误致使被申
请人遭受损失，经法院判决应
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
任，保险人根据本合同的规定
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太保财险济南中支相关项目负
责人总结道：“可以说，如果
消费者购买了诉讼责任险，相
当于是为财产保全上了‘双保
险’，既起到了保全的功能，
一旦遭遇保全错误判赔，保险
公司还将承担相关的赔偿。”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员 苏丹)

为财产诉讼上保险

济济南南保保险险业业推推广广诉诉讼讼财财产产保保全全责责任任险险
“判决赢了，钱没要回来”，这是很多财产纠纷案件都

容易出现的问题，也是牵扯其中的老百姓最怕的事。如何预
防对方转移、隐匿、变卖财产，避免出现以上问题呢？日
前，记者从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获悉，济南多家保险公司现
已开发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产品(以下简称“诉讼责
任险”)，既可以做好财产保全，还可以承担错误保全的责
任和损失，相对于传统保全方式，还有着手续便捷，费用低
廉，风险小等多项优势。

5月16日，光大银行宣布，
至今年4月中旬，该行信用卡发
卡量达到3000万张。基于此，以
发卡量达到3000万张为起点，
光大银行通过新服务、新体验、
新阳光三大举措对信用卡业务
再升级，全方位提升客户用卡
感受。

据介绍，多年来，服务一直
是光大信用卡业务发展战略中
的重中之重，今年，光大信用卡
将目光瞄向了信用卡与旅游的
跨界服务。光大信用卡整合境内
外商户与服务资源，推出了多重
出境旅游服务，包括便捷的签证
申请、优惠的机票预订、舒适的
贵宾候机、顶级的酒店住宿和餐
饮、便捷的跨境支付、实惠的商

场购物、境外消费后APP退税
等，“一条龙”服务让游客享受更
加轻松愉快的旅游体验。在其推
出的“2016光大环球优惠季”中，
光大银行推出免费官方签证和
线路规划服务，同时支持游客通
过自由选择和任意组合量身定
制个性化行程。

近几年光大信用卡以更加
安全高效的服务不断刷新客户
的用卡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光
大近期打造了一款有用、有趣、
有新意的信用卡专属APP———

“阳光惠生活”。它集“金融、生
活、娱乐”于一身，基于光大生
活圈、信用卡服务、移动支付、
娱乐休闲四大功能定位。“阳光
惠生活”不仅是一款信用卡工

具箱，同时还是智能的专属“客
服”，让客户随时随地享受7*24
小时贴身服务。

多年来，光大信用卡推出
了一系列差异化的特色产品，
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层次分明的
产品体系。近期，光大信用卡对
主题品牌“阳光信用卡”进行了
全面的业务升级，结合当下产
品差异化特征和客户的个性化
持卡理念，创新推出新型“阳光
信用卡”。客户办理阳光卡，可
以享受VISA、万事达、银联、
JCB四大卡组织任意选，普卡、
金卡、白金卡三种卡等级任意
申。

光大信用卡三举措提升客户用卡感受

中晋系、融资城……近两
年来，非法集资案件持续爆发，
许多P2P平台打着互联网金融
的“幌子”，吸收巨额存款后“跑
路”，让无数老百姓血本无归。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4月
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
量为2431家。截至目前，被曝光
的问题P2P平台已达1630家。
按照平均数估算，这些问题平
台累计待收金额高达728 . 1亿
元，其中有近半数平台“坏账”
的原因为老板跑路。

问题P2P平台数量在逐年
递增。去年问题平台共有896
家，同比2014年增加225 . 8%；
2016年1月至今，问题平台数量
已经超过300家。其中，4月停业
及出现问题的平台数量为75
家，主动停业进行资金清算退
出的平台，也从去年同期的9%

飙升至41%。
统计发现，在所有问题

P2P平台中，上线不到1年即被
查的平台占比高达69 . 8%。其
中，上线6- 1 2个月被查的达
32 . 6%。

数据显示，1630家问题平
台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而“大头”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其中山东问题平台数量
达302家；广东次之，有295家。
从问题平台类型上看，“跑路”
类型占比最多，高达48 . 7%；其
次是“提现困难”，涉及478家平
台，占比达29 . 3%。

在包括里外贷、盛融在线
等的13家待收金额过亿的问题
平台中，有8家出现提现困难、3
家存在跑路情况，还有1家已经
停业。

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涉众型经济犯罪侦查处处长刘
路军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我
国东部地区非法集资案件绝对
数量大。而东部地区发案，会对
中西部地区产生连带蔓延效
应，“有些手法在东部已过时，
犯罪分子就会到相对不发达地
区故伎重演。再加上一些地区
制度设计等相对不完善，很容
易被钻空子。”

刘路军表示，从非法集资
的参与人群来看，最容易受到
侵害的是中老年人，他们辨识
能力相对较差、风险承受能力
弱。特别是40后、50后，很容易
被街头小广告、电话推销、发放
纪念品等非法集资手法所蒙
蔽。另外，在网络非法集资案件
中，受骗的年轻人也很多,因为
他们对新事物的需求和好奇心
更强烈。 (蒲长廷 谢家乐)

7成问题P2P上线1年内被查

保本基金有变数。有消
息称：证监会将叫停保本基
金申报，那这样的政策对人
们投资保本基金的影响到底
有多大？

管理部门表示，关注到
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保本基金
的潜在风险，将尽快弥补制
度性缺失。那么保本基金有
什么潜在风险，未来会如何
走向，对基民有什么影响呢？

连带责任担保：基金公
司担不起

保本基金都有保证人，
也就是第三方担保公司。担
保方式有两种：一是风险买
断式担保，由担保公司担全
责。二是连带责任担保方式，
由基金公司承担保本清偿义
务，担保公司和基金公司对
投资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本基金现行的方式是
第二种，最终担保人为基金
公司，担保公司仅是一个通
道作用，而且多数规定了担
保方拥有无条件追索权条
款。这也意味着：如果保本基
金到期后没达到保本要求，
需要补偿费用时，最后兜底
的就是基金公司。

之前发行的保本基金没
有亏损记录，而且数量也不
多，但现在保本基金发展速
度快得超乎想象，两千亿的
资金规模让监管层不得不重
视起来。如果保本基金最后
没法保本，基金公司承担得
起吗？恐怕会损失惨重，赔不
起钱的小公司还可能会倒
闭！

未来：保本基金更难做
证监会当然不希望看到

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现在规

定：采用买断式保本注册的
基金，可以正常注册。采用连
带责任担保，基金公司须妥
善安排最终风险承担机制，
保护持有人利益。可是问题
来了，担保公司愿意接受买
断式担保吗？

如果你是担保公司，给
你2000元，让你承担100万元
的风险，而且还是炒股这样
的高风险，你愿意吗？很显
然，你不会愿意。

要怎样让担保公司愿意
呢？基金公司可能要交更多
的担保费了。目前保本基金
的管理费通常为1%-1 . 5%，
其中担保费大约2‰左右。

现在的情况是，就算把
担保费提高到1%，担保公司
都未必愿意。但如果担保费
再提高一些，要么压缩基金
公司的利润空间；要么把这
笔钱转嫁到基民头上，提高
管理费。

对基民的影响有哪些？
对基民来说，有下面这

些影响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保本
基金会越来越少，基民可选
择的产品自然也会减少。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
以把它理解为一次大浪淘
沙、去粗取精的过程。最终能
够发行的保本基金，如果继
续采用连带责任担保，那么
基金公司必然是财大气粗，
做好了风险准备的；如果采
用的是买断式担保，担保费
乃至管理费必然会提高。

不过不管怎样，未来保
本基金都会趋向更严格的监
管，更谨慎的操作。预期盈利
也会进一步降低。

新规来了
保本基金可能真的只能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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