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保的不足



立足自展、以社保为切入的健康险销售逻辑

1.社保不足
（切入保险）

2.阶梯图
（了解商保）

3.五饼图
（讲医疗）

4.四饼图
（讲养老）

5.二饼图
（讲产品）

6.T型图
（促成）

7.异议处理

8.4321促成
（四种感受、3个认同、2种

选择、1个目标）

9.转介绍

       强大的社保升级健康险自展逻辑，系统了学员过往的健康险自展方法，掌握了
这门技术，可以随时实现P到A客户升温转化的同时，实现大量举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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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概述



一、社保概念

       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由劳动者、劳动单位、国家三方共同

筹集资金，在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生育、失业、死亡等遇到

风险时，给予最基本的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制度。

强制性 低水平 广覆盖 特点

社保非常重要，是基础的保障！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二、社保体系

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 住房
公积金

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

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

社保
体系



三、社保之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

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

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

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

度。



三、社保之失业保险

➢缴纳方式：单位0.8% 个人0.2%

➢领取待遇：

➢领取条件：
     1、缴费满一年；
     2、非本人意愿中断工作的；
     3、登记，并有入职要求的。

◆按月领取（失业人员最长可享受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和6个月的
求职补贴）

◆一次性领取（5种情形）
◆失业死亡金（一次性）=当月未领失业保险金+丧葬费+抚恤金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

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

业病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

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

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三、社保之工伤保险



三、社保之工伤保险

➢缴纳方式：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2-0.9％（风险类别分为8级）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的

◆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

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 视同工伤的三个条件：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

受到事故伤害的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患职业病的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法律、行政法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三、社保之工伤保险

工伤认定条件



三、社保之工伤保险

➢部分领取待遇（伤残）： 参考工伤律师网

工伤保
险等级

工伤基金支出 企业支出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支付）
（基数是本人工

资）

  伤残津贴
（按月支付）

（基数是本人工
资）

  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支

付）

 伤残津贴（按
月支付）（基
数是本人工

资）

 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一次性支

付）
1 27个月 90% -- -- --
2 25个月 85% -- -- --
3 23个月 80% -- -- --
4 21个月 75% -- -- --
5 18个月 70%

 具体标准由
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

府决定

70%
 具体标准由

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

府决定

6 16个月 60% 60%
7 13个月 -- --
8 11个月 -- --
9 9个月 -- --
10 7个月 -- --

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由工伤基金根据残疾情况定额支付，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根据残疾情况定额支付。



三、社保之生育保险

       职工生育保险基金社会统筹即：全民企

业、集体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股份

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固定工、劳动合同

制工人、临时工，一律纳入职工生育保险基金

社会统筹范围。

➢领取条件：1、用人单位为职工累计缴费满1年以上，并且继
                             续为其缴费;

　　              2、符合国家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规定。
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职
工
生
育
保
险
医
疗
费
用
支
付
标
准

领取待遇

三、社保之生育保险
1、生育医疗待遇
2、生育津贴（产假天数有关）

项目 一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一 产前检查 300 400 500

二 分娩或终止妊
娠医疗费

顺产或7个月以上引产 1200 1400 1500

难产 1800 2000 2100

其中

剖宫产 2500 3000 3100

宫外孕 2500 3000 3100

怀孕4个月以上7个月以下流产或引产 650 800 850

怀孕4个月以下流产 150 200 250

三 计划生育手术
费

人工流产手术 150 200 250
安环（取环） 45 50 65

皮下埋植 50 70 80
取出皮下埋植 45 55 65

绝育手术 90 100 110

结扎术
输卵管 400 550 700
输精管 250 350 500

复通术 1600 1800 2000



       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
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
项社会保险制度。通过用人单位和个
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
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
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
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三、社保之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

保险

农村合
作医疗
保险 医保

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

保险

三、社保之医疗保险

并轨统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医保



三、社保之医疗保险

缴纳方式

150元/年

个人2%
单位6%

城镇职工

城乡居民

医疗基金

统筹
基金

个人
账户

用于现有的医疗

个人购药，门诊

2018年统一提升标准

（各分公司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三、社保之医疗保险

1、连续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次月享受；

2、中断后再次参保的，补足中断期间所欠基本医疗保险费，在连续

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满六个月后，方可重新享受医保待遇。

领取条件（享受条件）

城镇职工

城乡居民

1、参保或续保时间为每年9月1日至11月30日，从次年1月1日起享受年度城乡居

民医保待遇。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参保或续保手续的，只能于下一年度办理。

2、出生三个月内参保缴费的新生儿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时限为从出生起至当年

度12月31日止；出生三个月后参保缴费的，从缴费次月起至当年度12月31日止。



◆ 城镇职工享有

住院补充医疗待遇

异同点B

◆ 普通门诊待遇
◆ 门诊特殊病种
◆ 住院医疗
◆ 大额医疗
.

相通点A

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的领取待遇

三、社保之医疗保险



       养老社会保险（或养老保险制度）是国

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

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

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

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

度。

三、社保之养老保险



三、社保之养老保险

缴纳方式

城镇职工 ◆ 统筹账户（企业单位缴费14% 、个人单位缴费20%）
◆ 个人账户8%（个人缴费）

城乡居民

◆ 可选择十个档次，即每年缴费：120元、240元、
360元、480元、600元、960元、1200元、1800
元、2400元、3600元共十档，可按年、季度或月
方式缴费（建议按年缴费）（均为个人缴费）

◆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比例20%，12%记入
统筹基金，8%记入个人账户

养老保险



三、社保之养老保险

1、缴费满15年以上（可一次性补齐以及期间积累）

2、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3、办理相关手续

1、基本养老金（10年、15年、20年…)      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2、丧葬费、抚恤金、生活补助费（离退休人员）

3、病残津贴

①无供养直系亲属：死亡待遇=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费+抚恤金

②有供养直系亲属：死亡待遇=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费+抚恤金+生活补助费

领取条件

领取待遇



四、2017年揭阳最低缴费基数（五险一金）

揭阳市社保最低月缴费基数
（时间节点：2016年10月1日-2017年6月30日）

险种 缴费基数
单位 个人

金额小计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养老保险 2489 20% 491.8 8% 199.12 690.92

失业保险 2408 0.8% 19.264 0.2% 4.816 24.08

工伤保险 1895 0.2-0.9% 3.79-17 —— —— 3.79-17

生育保险 2096 0.8% 16.768 —— —— 16.768

医疗保险 2096 6% 125.76 2% 41.92 167.68

重大疾病 -- -- 2 —— —— 2

总计 —— —— 659.382 —— 247.856 90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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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之现状分析



一、医保现状

◆ 城镇职工享有

住院补充医疗待遇

异同点B

◆ 普通门诊待遇
◆ 门诊特殊病种
◆ 住院医疗
◆ 大额医疗
.

相通点A

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的领取待遇



城乡居民普通门诊待遇核发标准

注：1. 参保人在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就诊，才能享受以上门诊待遇；
       2. 月度最高支付限额当月有效，不滚存，不累计。

u村卫生站和大、中专、技校校医院——7元
u镇级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元

u最高支付每次限额40元/次，400元/年

起付标准

报销比例
u 单次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在起付线以上部分：卫生站和大、中专、技校校医院60%，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50％
u 由约定基层医疗机构同意转往二级医院的40％，转往三级医院的30％

年度限额



城乡居民门诊特别说明



城乡居民住院（含大病）待遇核发标准



     特别说明
• 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农村残疾人及

上述残疾人所生的新生儿、普通市民所生残疾新生儿、低收入家庭60岁以上的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特殊人群的起付标准减半。

u缴费一年的8万元

u连续缴费两年的12万元
u连续缴费三年的16万元
u连续缴费四年及四年以上的30万元

u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u2018年困难群体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从15000元降低为2000元，报销比例统一

提高为80%（不分市内、市外），年度报销限额不封顶。



城乡居民特殊病种住院待遇核发标准



城镇职工普通门诊待遇核发标准

注：1. 参保人在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就诊，才能享受以上门诊待遇；
       2. 月度最高支付限额当月有效，不滚存，不累计。
    3.参保人员个人账户划入普通门诊统筹金中的金额在扣除由普通门诊统筹金支付的金额后，余
额部分按在职人员按60％、退休人员按70％返还个人账户。办理了长期异地居住的参保人员也按以
上规定执行。以灵活就业人员为身份参保的除外。

                                                      
           三级医院：在职人员60%、退休人员65％

                 
二级医院：在职人员70％、退休人员75%
                
一级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在职人员80%、退休人员85％ 

普通
门诊

普通门诊统筹金在一个医保年度内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
在职人员每人550元、退休人员每人700元



城镇职工住院医疗待遇核发标准

自付比例

注：1.起付标准按每次计算。
       2.最高限额按年度计算30万/年。

医院类型 一级起付线 二级起付线 三级起付线 报销比例

市内 200元 300元 400元 90%

市外 300元 400元 600元 85%



城镇职工大额医疗待遇核发标准
u大病起付标准为1.5万元（不含个人基本医疗的先自付部分、市（县）外就

医个人先自付部分和住院起付线）
u一年度内参保居民只承担一个大病起付标准

u年度累计赔付限额40万
基金不予支付

起付标准

报销比例 u市内定点医院90%
u市外定点医院、非定点医院85%

年度限额



城镇职工特殊病种住院待遇核发标准



门诊慢性病待遇核发标准（城镇职工、城乡居民）

 注：1.在定点医院就医，是门慢药品目录内的按规定比例支付。
        2.月度最高支付限额当月有效，不滚存，不累计。
        3.门诊指定慢性病有23种，每人最多选择3种。



 注：1.在定点医院就医，是门慢药品目录内的按规定比例支付。
        2.月度最高支付限额当月有效，不滚存，不累计。
        3.门诊指定慢性病有23种，每人最多选择3种。

门诊慢性病待遇核发标准（城镇职工、城乡居民）



 注：1.在定点医院就医，是门慢药品目录内的按规定比例支付。
        2.月度最高支付限额当月有效，不滚存，不累计。
        3.门诊指定慢性病有23种，每人最多选择3种。

门诊慢性病待遇核发标准（城镇职工、城乡居民）



 注：1.在定点医院就医，是门慢药品目录内的按规定比例支付。
        2.月度最高支付限额当月有效，不滚存，不累计。
        3.门诊指定慢性病有23种，每人最多选择3种。

门诊慢性病待遇核发标准（城镇职工、城乡居民）



难以实现的完美－－医保黑洞
二、医保分析



解密黑洞－－基本医疗保险不足知多少

二、医保分析

01
医保没有生命保障

        生活中不幸的案例太多了，如火灾、飞机失事、地震等，医保对身故是
没有补偿的，只是把个人账户的钱退给遗属，老人的赡养费、子女的教育费以
及房贷等怎么办呢？

03 当发生大病和伤残失能时，社保也无能为力
        一旦发生重大疾病，很多化疗药物都不在医保范围之内。另
外，营养费、看护费、工资损失等这些额外的支出医保也是不能解
决的。

02 医保在意外保障方面明显不足
        如果事故发生在上下班途中或工作时，社保中的工伤保险可起到保
障作用，但其他情况的意外，如旅游、交通事故、责任事故社保不负责。



用药及治疗范围限制
p仅可以使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所列的药品；

p使用该目录中“乙类目录”，须自付10%的费用；

p超出范围外的，医保不予支付。

二、医保分析

解密黑洞－－基本医疗保险不足知多少

起付标准及给付比例限制
p门诊，住院起付标准以下个人支付部分； 

p统筹基金支付需个人按比例自付部分；

p门诊，住院大额医疗互助支付需个人按比例自付部分。



个人应承
担费用

1. 自费费用   

2. 自付费用（乙类药5%，治疗10%，检查15%，一次性医用材料10%，人造器

官和体内放置材料20%）

3. 起付线以下费用（三甲医院1600元起付）

4. 共付段自付费用（最新限额38.25万）

5. 超过统筹限额费用

受到诸
多限制

1.只保自然疾病，不涉及意外

2.没有身故（身价）保障

3.用药限制大，疗效与价钱难以兼顾

4.术后愈后恢复护理费用缺失

三、医保限制



三、医保限制——不予支付或部分支付的支付范围

1、主要起营养滋补作用的药品；

2、部分可以入药的动物及动物脏器，干果类；

3、用中药材和中药饮品泡制的各类酒制剂

4、各类药品中的果味制剂、口服泡腾剂；

5、血液制品、蛋白类制品（特殊适应症与急救、抢救除外）

6、挂号费、出诊费、救护车、陪护费、空调费、护工费、门诊煎药费等。

7、各种减肥、健康体检、预防保健费等。

8、境外就医



报销比例不是针对总费用的，而是可报销部分金额，实际总费用比例一般只有60%左右

三、医保限制——报销概况



未来人类的寿命只有越来越长，当

年老时伴随着可能不只是养老，还

有沉重医疗支付负担需个人支付，

这个时候如何是好？

四、医保顾虑

全部由个人支付

统筹基金支付，
个人也须负担一定比例

个人和个人账户自付

封顶标准

起付标准



五、医保现状小结

支付项目限制多

下有起付上有限

自付比例逐级高

大病统筹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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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之现状分析



一、养老保险现状

◆城乡居民领取年龄

 不论男女固定为60岁

异同点B

◆养老金
◆丧葬费
◆抚恤金

.

相通点A

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的领取待遇



一、养老保险现状——城镇职工领取政策

养老金要交满15年，到退休的时候才能终生享受养老金。

1.1997年养老制度改革之前已经退休的职工养老金

=按原定标准支付

2.1997年改革之前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没有退休的职工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账户+个人账户+过渡养老金+过渡调节金

★ 3.1997年改革之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账户+个人账户

广州市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3200元/月



“老王”从25岁开始缴纳养老金，60岁退

休，工资一直不变，都是5000元，并且一直

与社会平均工资持平，那么他的指数化平均缴

费工资就是5000元。

他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金如下：

ü基础养老金：

【（5000+5000）/2】*35*1%=1750

ü个人账户养老金：

5000*8%*12*35/139=1208.6

每月领取的养老金：

1750+1208.6=2958.6

养老金替代率=退休后的养老金/退休前的工资

                     =2250/5000

                                                         =45%（远无法满足退休生活）

u目前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为45%-60%，退休后生活品质得不到保证



城乡居民参加居民养老保险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累
计缴费达到15年（含15年）以上的，可享受以下长期待遇：

一、养老保险现状——城乡居民领取政策

退休养老金待遇 = 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由财政出资建立，现标准为每月165元。缴费年限超过15年

的，每超1年，每月加发基础养老金6元;

       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参保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

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时年龄对应的计发月数。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退休人员增加，退休金压力越来越大

➢8-4-2-1家庭越来越多

➢8-4-2-2家庭暂时还需一段时间成型

➢年轻人压力越来越大

➢社保养老金额与退休前收入反差大

➢养老金替代率低

➢广覆盖，低保障

➢领取的时间无法自我设定

二、养老保险分析



        新浪财经网在2016年两会财经报道中指出：养老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
2.1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5.5%。我国正在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未来
的养老形势十分严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6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70.2%的受访者担忧自己的养老问题。调查显示，81.3%的人
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61.2%的人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
求。

老年生活质量
靠什么保障？

三、养老保险顾虑



社会养老保险可以保障
基本的养老需求，却不
能保障高品质的养老生
活。

四、养老保险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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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之医疗切入商保



一、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

比较内容 商业保险 社会保险
经营主体 商业保险公司 政府
实施方式 自愿、平等、协商 强制、被动、不可协商
利益保障 保险法、民法、消费者权益法、

公司法
政府行为，无具体法律约束、

可随意修改
保障范围 1、满足人们一生中生活消费的各个

层次的需要，即生存、发展与享受；

2、多投多保，少投少保；

1、只保生存需要，保障水平低，不
保意外、重疾限额，不保孩子；

2、不管交费多少，给付标准原则是
相同的；

人性化设计 关注个人需求，可自由选择一次或者
多年交费

只关注社会稳定，只有一种方式

收益结果 有保障、超高赔付（数倍至数百
倍）、享投资收益

可能亏（提前死亡）

保险延伸
作用

风险保障、身价保障、资产保全

特级医疗照顾（高额重疾保障，更可
提前支付）

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只有一份，不能多买

无投资功能，不保孩子



二、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

关系 补充外衣基础内衣

商业保险是社保不足的有利补充



三、画图讲保险

封顶线

医
疗
费

通常是300元到1600元不等

医保报销有起付线，起付线以
下的部分需要自己承担！

起付线

通常30万封顶

起付线以上的 就全可
以报销了？
社保还规定了封顶
线，这部分以上的也
需要自己承担！

①

②



封顶线

医
疗
费

起付线

因医院等级而不同
一般为15%（三级）

剩下的部分可以报销了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医保还规定了自付比例

自付部
分

那再剩下的部分总可以全部
报销了吧？
我也希望是这样，但是…
社保中有些药物和项目，
费用昂贵且完全不报

进口药
特效药
医疗设备
医疗服务项目

自费
内容

③④

三、画图讲保险



封顶线

医
疗
费

起付线

自付部
分

自费
内容

中间部分才是我们真正可以
报销的费用！

面对需自付的大额医疗费
用，我们该怎么办呢？

三、画图讲保险



封顶线

医
疗
费

起付线

自付部
分

自费
内容 起付费用和自付部分可以通过

商业门诊补偿、住院补偿保险
进行二次报销，减少支出

住院津贴

门诊医疗

健康险
自费内容和封顶线以外的补偿可以通过

投保商业健康险、重疾险
一旦确诊，立即赔付，助力治疗，

弥补收入损失

重疾险

医保不足，商保来补充！

三、画图讲保险



    家庭自保 社保基础（不足） 商保升级

1、借贷风险
2、消费风险
3、通货膨胀
4、税务风险
5、资产传承
6、没有保障

1、事后报销
2、报销比例少
3、医疗限制
4、地域限制
5、额度限制
6、时间限制

康悦亮点+例子促成

1、提前给付
2、社保报销后，100%报销
3、自费药和自费项目
4、全国通赔
5、住院限额60万／年，终身
300万（免赔额1万）

四、T型图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