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00 元/年（200 元/
月）的限额扣除为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减除费用标准
之外的扣除，如果企事业
单位统一组织并为员工购
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
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
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
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
予以扣除。

如果以市民每月工资
收入5000元计算，每月应
缴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为 ：
（5000- 3500）× 3% =45
元，而在购买商业健康险
后，市民应缴纳个人所得
税 为 ：（5000- 3700）×
3%=39 元。如此计算，每
年可少缴纳个税72元。由
于税率随收入的上升而提
高，投保人税前收入越高，
购买健康险每年可少缴纳
的个税也越高。

月薪5000买保险
个税每年少缴72元

算笔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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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 讯速递

留学商旅轻松一点
本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胡蓉）出国留学需

要知道的三件事：现金、汇率与防盗。中国银行近
期推出了“出国金融APP”产品，市民办理外汇兑
换，只需手机“轻松一点”，即可完成。

具体操作时，客户下载中国银行“出国金融
APP”后，即可通过APP完成银行卡外汇兑换，
APP会自动选取已绑定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进行
交易。

三大功能

1 现金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规

定，每人出境携带人民币现金不能超过2万，或外
币现金不超过等值5000美元（含）。超出者应向
外汇指定银行申领《携带证》，海关凭加盖外汇指
定银行印章的《携带证》验放。

通常来说，欧洲各国允许携带现金入境的数
量不同，但大多都在5000欧元以上。美国的情况
则与欧洲不同，规定如游客携带超过1万美元现
金、旅行支票或其他货币形式例如人民币等，都须
向海关申报。因此，市民在出行前应提前了解当
地政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银行可提供“购汇—外币预约—开立外
币携带证”一站式服务，客户通过出国金融APP
完成在线购汇，同时预约就近网点领取外币，客户
至网点领取外币后，可开立外币携带证。

2 汇率计算最近一段时间，汇率变动此消

彼长，澳元、欧元也大幅度下跌，不少国人选择出
境购物扫货，加之马上就要面临出国留学高峰，在
汇率波动中寻求合适的“出国金融”手段显得更加
重要。中国银行出国金融APP提供外汇计算功
能，客户可根据外汇金额换算所需的人民币金额，
方便购物时估计价格。

3 防盗旅游在外应注意安全，尽可能少携带

现金，代之以信用卡或旅行支票。贵重物品可存放
在宾馆总台和房间保险箱中。物品被盗后应及时
报警，信用卡等应及时挂失。客户如在海外遇到借
记卡、信用卡遗失，可通过中国银行出国金融APP
完成卡片临时挂失，避免财产受到进一步损失。

■ 本报记者 陈怡

白天上班没时间去银行办业务，下
班后银行也关门了。所以你没时间存
钱和理财？out了吧！海口已经有夜市
银行了，传统银行朝九晚五的服务模式
被颠覆，你对银行的看法也要改观了。

“夜市银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常
见，国内银行近年开始推出这一创新
服务。现在，浦发银行、三亚农商银行
分别在海口、三亚推出夜市银行，提供
人性化的错时金融服务，居民可以在
下班后从容地步进银行的营业大厅购
买理财产品、开办银行卡等，接受柜员
热情周到的服务。

13日傍晚6时45分，记者带着好
奇走进浦发银行夜市银行体验。该行
夜市银行设于海口分行营业部，位于
玉沙路，这附近有京华城、上邦百汇城
两大热门商圈，银行门口车水马龙。
进入大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工作

人员礼貌地在人工柜面服务窗口前欢
迎客户或是为市民在办理业务，屋内
外一样的热闹。

前来开办银行卡的市民邱晶告诉
记者：“几乎不用等候，开卡过程用了
十多分钟，挺方便。”邱晶是众多青睐
夜市银行服务的市民之一。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前台工作人员

说，夜市银行去年6月份刚开业时，前
来办理业务的人很少，但是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了解银行晚上仍能提供金融
服务，前来办理业务的人越来越多，人
群以20－40岁的中青年白领为主。

浦发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从
2014年6月26日正式开业至2015年
3月底，浦发银行夜市银行累计为客户

办理业务及接待客户524笔，月均办理
业务笔数58笔，主要业务类型为开户
及网银、手机银行的办理、理财业务、
信用卡业务等。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夜市银行是海
口地区首家夜市银行，营业时间为下
午6时至晚上9时，目前可以办理非现
金业务，暂时无法提供大额存、取款等
现金业务。具体来说，可提供的服务
包括借记卡开户，网银、手机银行开
户，及时语签约，转账汇款（限制金额
型），定期类业务，密码挂失、解锁，购
买理财产品，理财POS，基金开户，柜
台购买基金，购买保险，购买实物贵金
属，办理信用卡、信托、外汇宝业务、信
用卡还款等业务。

“现在的金融业拼的是服务，大银
行接地气地向市民提供错时服务，既
牢固了品牌忠诚度，又赢取了这部分
的市场。”一名金融业内人士这样解
读，其认为“夜市银行”未来前景可期。

银行走 进

记者日前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响水镇毛真村采访时注意到，在这个位
于偏远山区的苗族村寨，进村服务的金
融小分队多，村民使用的现代网上支付
工具种类多。

正在村里进行金融知识宣讲的
人行保亭县支行行长周靖华介绍，近

年来，毛真村在当地政府指导和银行
小额信贷扶持下，充分挖掘民族传统
文化特色，走“农旅”融合发展之
路。图为金融小分队队员在教村民
识别真假币。

文图/本报记者 陈怡
通讯员 任爵一 黄超

海口多家银行IC卡
工本费降至5元

本报讯 （记者蔡佳倩）担心磁
条卡不安全，又觉得换 IC卡太贵的
市民可以放心换卡了！国家发改
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日
前联合发布通知，要求银行对新发
卡或磁条卡换金融 IC 卡（即芯片
卡）按照银行与客户共同分担制卡
成本的原则定价。记者近日走访发
现海口多家银行都下调了 IC 卡的
收费标准。

记者从国有四大行（中行、工行、
农行、建行）了解到，上述四大行最新
的工本费标准IC卡的相关费用中，新
办一张卡的最高手续费为5元，同时
因挂失损失造成的补换卡基本上控
制在每卡10元以内。

同时中信、招商、交通、民生、光
大、平安等多家股份制银行也纷纷下
调了IC卡工本费，有的甚至还采取了
新开卡或换卡限期免费的优惠措
施。其中平安、光大两家银行都是办
IC卡开户存满1000元就可免5元的
工本费。

有银行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芯片
卡出厂价仅为8元至9元，这次统一
降至5元是比较合适的。

但记者了解到，部分银行换卡有
优惠期限制，如工行优惠期持续到7
月19日，7月20日起正式执行10元/
卡；中信银行换卡优惠至 12 月 31
日。因此，如果市民有换卡需求，最
好趁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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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招牌信用卡
白金信用卡也免费了

不要钱的白金卡，你办了吗？享受白金卡权
益，但是又可以减免年费，还能参加众多优惠活
动，这就是中信银行的招牌信用卡——中信I白
金。近期，这张白金卡又有新的活动了，一分钱看
电影、住酒店、洗车等精彩优惠活动不断。

亮点：
1.享受白金卡的贵宾登机服务
龙腾卡的贵宾登机权益，机场和高铁都能免

费使用高大上的贵宾室。这是很常见的白金卡贵
宾权益，但是作为一张可以免年费的白金卡，通过
刷卡就可以获得这些权益。（活动截至2015年6月
30日）

2.航班延误2小时获赔1000元
使用中信白金信用卡通过指定订票渠道为本

人及同行配偶、父母、子女订购机票，并全额支付
机票款，更可获赠国内首创的高额航班延误保
险。航班延误2小时，即可获赔人民币1000元。

3.1500万元航空意外伤害险
只要以中信白金信用卡支付飞机票款，或者

支付80%及以上的旅游团费，可免费获得高额航
空意外保险，保险金额高达人民币1500万元，与
您同行的配偶及子女也可享受最高达人民币750
万及10万高额保险，全家齐享保障。

4.1万元意外入院医疗保险
提供全国独有的意外入院医疗保险服务。如

不慎发生意外，您可获紧急援助，入住就近的网络
医院，并可获得最高达人民币1万元的意外入院
医疗保险。网络医院覆盖全国30余个省市，旗下
医院超过260家。

申请：
税前月薪在人民币 5000 元以上，建议申

请。 i白金减免首年480元年费，账单年内刷卡
（含取现）12次免次年年费。

快捷申请参考条件：年龄25-35岁；无我行
白金卡客户；持有他行信用卡1万（含）以上额度。

近期活动

1.一分钱活动：2015年5月－2015年12月31
日，中信银行银联高端信用卡（白金卡及其以上）的
客户可在指定商户刷一分钱享兑“超级一分钱”权
益：一分钱观影；一分钱洗车；一分钱畅打高尔夫；
一分钱住五星级酒店（限2015年5月-7月）。

2.中信的9积分活动：每个月通过刷卡，可以
获得最多3次的9积分兑换权益。（可以用来换
免费兑换星巴克大杯咖啡或哈根达斯单球或必
胜客30元抵用券）

动态内容详见官方网站。

年费怎么免：480元/年，每年
刷12次就免，或6万积分换年费。

浦发银行海口分行夜市银行：

白天没空理财 晚上可逛“夜市”

金融知识入人心
便捷服务到苗寨

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试点
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并
明确了“年均2400元限额税前扣除”的方案，
运用更多资源更好保障民生。仅6天后，5月
12日，健康险税收优惠相关细则公布，彰显出
顶层设计对商业健康险发展的支持。

记者昨天从海南保监局获悉，2014年我
省健康险总保费为 4.42 亿元，同比增长
29.65%，占全省保险整体业务的比重达
5.19%，占比率逐年提升，在健康险新政的带
动下，我省健康险保费收入有望实现快速增
长，为居民健康撑起保护伞。

“险”棋还需早布子，健康要跳“保”健操

商业健康险，无限风光上“险”峰

海南保监局寿险处处长唐海明受访时
对记者表示，以我省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来说，无论是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
保、新农合，都设定了报销限额，而且要符
合病种、药品、服务项目三个目录的要求，
因此在实际中，市民发生的医疗费用，尤其
是重大疾病，有相当的费用可能不能依靠
基本医疗保险解决，出现较大医疗费用缺
口，这正是商业健康保险的意义、价值、作
用所在。

随着我省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海南
地区的商业健康险消费水平逐年提升，
2013年健康险承保人均保费41元，2014
年已达57.4元，增长40%。其中，长期健
康险新增保单的件数和承保人数大幅增
长，2013年长期健康险新增保单件数2.2
万件，2014年达3.97万件，件数增长80%，

高出保费增长的50%，市场呈现加快增长
态势。未来，受到健康险新政策的影响，健
康险的新增保单件数、人数以及市场占比
有望实现加快增长。

不过，区别于美国等重视商业健康保
险解决个人医疗保障的国家，商业健康保
险在我国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体系中是补
充地位，绝大部分的医疗负担在现有的基
本医疗保险（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
保险的框架内已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低
收入群体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更多是潜
在需求，受限于收入支出的压力，这种潜在
需求即使在保费可以税前抵扣的刺激下，
也很难转化为较大的现实保险需求。

这种税收优惠政策对商业健康保险的
促进作用更多反映在中高收入群体。

从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目的分析，国家
希望通过用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促进现代服
务业发展和扩内需、调结构，实现与基本医
保衔接互补，减轻群众医疗负担、提高医疗
保障水平，更好地托举民生。

平安人寿保险海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吴
树举就认为，这个政策引导与市场消费的
增长非常一致，以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从3
月－5月份的产品销售为例，平安福重疾产

品的保费收入占到新增保费的40－50%，
重疾保险更多受到市场的青睐。

未来商业健康险的发展将会和基础医
保密切结合，而大病医保将是重要的结合
模式和领域。同时，健康险发展将会开展
业务模式创新，包括产品设计、医院嵌套、
支付结算以及健康管理等创新，“保险保
单+健康管理”将是可能的模式。

健康险市场将加快增长

重疾等大病保险获得较大推动力

影响分析2

按照健康保险类别来说，
主要是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
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长期护
理保险。市场上现有的保险产
品中，重大疾病保险以主险对
外销售，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
失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由于受
众较少以附加险对外销售。

以新华人寿的重大疾病产
品为例，如果个人税前抵扣
2400元，30岁的年青人可以考
虑购买年交保费2600元的重
大疾病保险，缴费期限20年，
保障至70岁。享受的保障有7
万元保额的32种重大疾病、10
万元的意外伤害、1万元的意外
医疗、1万元的住院医疗，总保
障达到19万元。如果被保险
人在70岁时身体健康，将可以
获得4万元的补充养老。

30岁可买重大疾病险

如何购买3

医疗保险：保费 11624
万元，占比26%

重大疾病保险：保费

31658万元，占比71.6%
失能收入损失保险：保

费891万元，占比2%
长期护理保险：保费18

万元，占比0.04%
全省健康险保费收入

4.42亿元，增长29.65%。

2014年

数读海南健康险

制图/陈海冰

中行推出“出国金融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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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银 行动态

■ 本报记者 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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