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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疾保险，很多人是这样想
的：我还年轻，身体健壮，不需要购
买，如果真发生疾病了，医保可以报
销80%，足以应对了。现实往往却是
这样的：拿起手机点开朋友圈，不时
总会看到各类轻松筹，年纪轻轻却患
重病，没钱医治只能求援。

2018年全国癌症最新数据报告
显示：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
症,30岁后发病率快速升高。海南多
家人身险公司的2018年理赔数据显
示，31至60岁为重疾高发期，重疾出
险原因中，恶性肿瘤是“罪魁祸首”。

2018年，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重
疾险赔付672件，占比9%，赔付总额
达5374万元，占该公司全部赔付金
额的54%，在重疾理赔中，近七成为
恶性肿瘤，其中乳腺癌、甲状腺癌、宫
颈癌位列前三。“在重疾案件中，恶性
肿瘤占比71.43%，其次为急性心肌
梗塞及尿毒症。”富德生命人寿海南
分公司的理赔数据也相差无几。无
独有偶，中国太保寿险海南分公司
2018年理赔报表也指出，31至60岁
为重疾高发年龄，肝癌和乳腺癌分别
是男性和女性发病最高的癌症。

数据显示，去年我省健康险原保
费收入22.99亿元，原保险赔付支出
6.62亿元，其中重疾险赔付总额1.17
亿元，占健康险全部赔付金额的
17.6%。

海南银行业保险业携手
普及金融知识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劳敏）为强化
银行保险机构服务意识，提高消费者维护合法
权益的能力及金融消费安全意识，海南银行业
和保险业于近日开展主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
优化服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系列
活动，还组织消费者代表参加保险企业开放日
体验活动。

宣传周系列活动聚焦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
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八项法定基本权利，针对
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银行卡盗刷、销售误导等违
法违规金融活动，多渠道、多形地开展教育宣传，
在各银行保险机构办公区域、营业柜台等地方悬
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开展现场咨询等。
走进社区、走进农村，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知识
普及和风险提示，提升社会公众对金融产品和服
务的认知、选择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

3·15活动期间，海南银保监局还开展了局长
接待日、各保险机构开展总经理接待日活动，接受
消费者的投诉和咨询。

据介绍，近年来，海南银行业和保险业不断健
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和消
费者教育，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不断
营造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良好氛围，推进银行保险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海南股交90家挂牌企业
获得融资8.26亿元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林
彬）为了帮助挂牌交易板企业规范经
营，加快对接资本市场的步伐，近日，
海南股交在海口举办2019年交易板
企业业务交流会，帮助企业融资融
智。据统计，截至今年2月，海南股交
90家挂牌企业共获得融资8.26亿元。

在当天进行的交易板企业业务
交流会上，海南股交风险管理部、运
营管理部、创新融资部就挂牌企业合
规若干规定、年报披露以及股权转
让、股权质押、定向增资、可转债业务
等内容为参会的15家企业进行了专
题宣讲。

据悉，自2014年成立以来，海南
股交围绕着“地方政府扶持中小微企
业的政策综合运用平台”和“服务中小
微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两个方
向，苦练内功，构建了专业的中小微企
业服务体系。目前，海南股交已为多
家挂牌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股权质
押、创新众筹、银行居间融资等多样
化的融资服务，有效缓解挂牌企业资
金需求，助力企业发展。截至今年2
月，海南股交90家挂牌企业获得融
资8.26亿元，其中69家挂牌企业获
得银行融资5.27亿元，24家挂牌企业
获得股权融资2.99亿元。

参加交流的企业纷纷表示，通过
此类业务交流活动，挂牌企业对我省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海南股交的
各项核心业务以及功能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提升了企业依托海南股交
对接资本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海南首家金融知识
普及教育示范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秦娇）日前，海
南省首家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示范基地在海口农商
银行省府支行揭牌。

据了解，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示范基地以公益
性、专业性以及教育性的建设原则，针对不同人群
金融知识的薄弱环节和金融需求，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宣教活动。基地特别设置金融知识教育区、
智能互动区、金融知识讲座区等功能区域，配备专
业讲解人员，采用微电影、图片、金融讲堂等多种
金融知识普及形式。

海口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以金
融知识普及教育示范基地为依托，根据“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针，常态化、固定化、公益化地接待学
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团体参观，开设金
融大讲堂，不定期邀请专家授课，服务好金融消费
者，为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设打造坚实
的桥头堡。

中国人民银行消保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
心支行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揭牌仪式。

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
创新三大利民服务举措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朱建）海南日报
记者从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获悉，为积极融入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创
新特色系列服务，为新时代海南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优质的保险保障，该公司创新三项服务举措，更
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创新举措一是建设车驾管便民服务点，打通
城市交通“肠梗阻”。2018年9月，人保财险海南
分公司与海口交警正式建立“警保联动”机制，海
南人保财险下辖海口市分公司辖内10家经营网
点，开通警保联动便民服务功能，提供购买保险和
车辆年检“一站式”服务，客户可以在以上服务网
点办理6年内免检机动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违
章查询业务（周六照常上班），后期再逐步代办其
他车驾管业务。

创新举措二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据介绍，人
保财险海南分公司与海口交警、辅警组成警保联
动团队，积极参与事故快处快赔，以交通出行早晚
高峰为重点时段，以城市主城商圈、城市主干道、
重要交通节点等为重点区域，纺密巡查网络，通过
协助客户或指导客户自行通过车损事故网上定
责、定损、一键理赔、快速撤离现场，提高交通事故
快速反应能力，提升事故处理效率。

此外，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以科技为引领，大
力推广理赔无纸化和“芯理赔”服务，客户可通过
微信、公司APP等方式提交索赔资料、进行理赔
咨询，减少了客户奔波。

金融数据纷繁复杂，数据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已有数据如何与我们的生活挂钩？
前段时间，海南多家人身险公司的2018年理赔数据陆续公布。经过整理分析下来，其中内藏玄机，

不仅直观上说明了大多数人的保单情况和保单理赔状况，还告诉了大家，保险消费时应该注意的盲区。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洪佳佳

理赔，既反映着保险行业经
营状况，又是风险的晴雨表。日
前，记者梳理了海南多家人身保
险公司2018年理赔数据发现：
31至 60岁为重疾发病率高发
期，在重疾出险原因中，恶性肿
瘤是“罪魁祸首”。相对于重疾
的高治疗费用，人均保障却并不
足。重疾险保障有待加强。

编者按

“这笔赔款减轻了我们的医疗和
生活负担。真是太及时了！”近日，富
德生命人寿三亚中心支公司来了一
位特殊的客人，他是不久前获赔12
万元重疾保险金的客户董女士的家
人，他来向理赔人员送上锦旗，以表
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原来，2018年5
月，董女士因体检发现尿常规异常前
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为“尿毒
症”。这对于她和原本幸福的家庭来
说就如同晴天霹雳。好在董女士是

一个保险意识较强的人，早在2009
年她就为自己投保了重疾保险，保额
12万元。经核实，富德生命人寿三亚
中心支公司快速将12万元的重疾保
险金给付给了客户，缓解了她治疗恢
复期间的经济负担。

“重疾险是抵御人生重疾风险的
一大利器，也是要为自己及家人配置
的家庭必需品。”富德生命人寿海南分
公司营销总监邓文亮说，从以往的理
赔数据来看，重疾险和防癌险理赔比

例占据第一，30岁以下出险的占比
6%，31 至 40 岁之间理赔出险占比
18%，较2017年上升2%，重疾的“年
轻化”成趋势。

据悉，目前市面上99%的重疾险
都包含25种法定重疾，各家公司的理
赔标准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些病
种能占到95%的重疾理赔。“35岁前，
有条件的，建议投保终身重疾，没条件
可以投保定期重疾险，作为缓冲。”邓
文亮建议。

约70%：
恶性肿瘤
成重疾出险“罪魁祸首”

同比上升2%：重疾出险成“年轻化”趋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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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万元：治疗康复费用与保障额度的落差C

对于消费者而言，应当如
何选购重疾险呢？保险行业
协会的报告指出，消费者在选
择重疾险产品时，应遵循四步
走的原则。

看保额：一般建议重疾保
障额度 30 万元起，50 万元为
优，预算较多者可以额外考虑
收入补偿及术后康复费用。

看保障：根据个人情况，
首先解决重疾责任的保障，轻
症次之，身故责任视预算情况
决定，生存返还责任偏储蓄性
质，无足够预算不建议考虑。

看期限：在合理的预算
下，先确保足够的保障额度，
然后权衡时间长短。

看细节：应多了解产品的
细节。

此外，对消费者还应知
晓：消费型重疾险便宜但不返
还；储蓄型重疾险兼顾保障与
储 蓄 功 能 但 保 费 高 出 一 大
截。定期纯重疾险的保费远
低于终身重疾险，保费差异甚
至高达50%。若加入身故保障
（身故赔付基本保额）和生存
金给付，产品的保障功能增加
的并不多，相反，费率会提升
60%-150%。因此，定期纯重
疾产品具有相当高的性价比。

相关链接

重疾险产品
该如何选择？

海南FT账户收支额逾29亿元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FT账户将于22日上线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FT账户是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十二个先导性项目之一，是海南自贸区建设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自
2019年1月1日正式上线以来，海南FT账户体系系统平稳运行，业务有序开展。人行海口中心支行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3月18日，省内商业银行共开立各类FT主账户2429户，子账户8274户，通过FT账户共发生资金收支29.34
亿元。此外，光大银行海口分行FT账户将于22日上线。届时，我省将有4家银行上线FT账户业务。

面对风险，没买保险是一种遗
憾，而保障额度不足更是一种悲
剧。据统计，重疾治疗和康复费用
平均需要30万元，但多家公司重疾
险件均赔付在6-10万元之间，离消
费者购买保险时所期盼的足额风险
保障还相差甚远，重疾险保障有待
加强。

2018年，富德生命人寿海南分公
司重大疾病险种的件均给付金额为
10.39万元。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重
疾人均赔付金额仅为8万元，超九成
重疾赔付金额低
于 30 万 元 。
太保寿险海
南分公司的

数据也显示，去年重大疾病件均赔付
金额6.63万元，而重大疾病治疗康复
费用平均所需费用10-50万元，二者
差距较大。

在富德生命人寿的理赔报表中记
者发现：重疾险件均理赔额2万元以下
占比20%，2-10万元占比62%，10-
40万元占比17%，40万元以上仅占比
1%。“大部分人的重疾保障额度存在
10-50万元不等的缺口。”邓文亮说。

因此，重疾险要配置，更需要足额
配置。“城镇居民生病后，社保报销比
例高于70%的占比13.21%，高于50%
的占比35.72%，为此，搭配重疾险保
额在30万元左右为宜。”邓文亮说。

当然，经济收入的差异，保险的配
置比例也略有不同。“粗略标准就是保
费是年收入的15%-20%，保额是年
收入的3-5倍。”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
客户经理张若仪说。

保险行业协会的报告指出，消费者
在选择重疾险产品时，一般建议重疾保

障额度30万元起，50万
元为优，预算较多者可
以额外考虑收入补
偿及术后康复费用。

所谓FT账户，是指我省金融机
构在分账核算单元开立的规则统一
的本外币账户，按照“一线便利，二
线管理”的原则规范账户收支管理，
是一套以人民币为本位币、账户规
则统一、兼顾本外币风险差别管理
的本外币可兑换账户体系。

“截至目前，我行累计开立了
903个FT账户，开户企业340家。”
工行海南省分行相关人士日前向记
者透露，2月1日正式投产上线FT
账户以来，工行海南省分行对接企
业需求，推出了免收FT账户开户手
续费、账户管理费等优惠措施，积极
为企业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优质金
融服务，反响良好。

工行海南省分行是海南FT账
户体系上线后，办理该项业务的第
三家银行，目前该行下辖123家网
点均可办理该项业务。在此之前，
今年1月1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
行和浦发银行海口分行成为省内首
批上线FT账户的商业银行。

截至3月15日，中行海南省分
行全辖开立FT账户的网点共有89

家，共开立FT账户6558户。该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FT账户能带给企
业多重利好。比如在利率市场化、
融资多元化方面，中行海南省分行
可通过海内外联动方式，组成跨境
银团，为企业安排银团贷款，用于
企业向境外支付，有效降低企业的
融资成本；另外中行海南省分行将
凭借丰富的现金管理经验，通过FT
账户的多币种功能，为企业搭建跨
境本外币资金池，帮助企业实现池
内资金的跨境汇兑，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

记者还了解到，中行海南省分
行积极开展业务的同时，还主动承
担宣传和推广海南FT账户体系的
职责，多次开展自由贸易账户专题
讲座。

如何使FT账户体系更加国际
化、便利化？对此，各家银行都有清
晰的布局。工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继续实行“免收FT账户
开户手续费、账户管理费”的优惠政
策的同时，将根据市场需要加大产
品创新。同时，加强与境外分行之

间的内外联动，提供更优惠的汇率、
利率，为客户节省资金成本或实现
套期保值的目的。

中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学习借鉴上海FT成功
案例，还将继续扩大与世界先进自
贸地区合作。据悉，目前中行海南
省分行已经与上海中行在FT账户
项下开展多项合作业务，后续将结
合海南的产业特点和客户结构，进
行借鉴推广并探索创新，推动FT政

策红利助力海南实体经济。同时，
还将继续挖掘与国际金融市场合作
契机，加强研究FT账户金融服务适
配性和竞争力，围绕海南打造自由
贸易港探索扩大FT账户金融服务
范围，进一步开放创新。

此外，光大银行海口分行FT账
户将于22日上线，省内其他具备上
线条件的银行机构，也正在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的指导下，开展系
统测试等前期准备工作。

海南银行业和保险业工作人员在街头向消
费者普及金融知识。 海南保协供图

金融资讯

本报策划/洪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