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车险险新新政政后后，，66成成车车主主保保费费没没变变
保费与出险记录挂钩，涨跌幅超10%的用户各占两成

上年出险情况 无赔款优待系数值

连续3年不出险 0 . 6

连续2年不出险 0 . 7

上年不出险 0 . 85

新车 1

1次 1

2次 1 . 25

3次 1 . 5

4次 1 . 75

5次及以上 2

平台有不浮动原因 1

新规后保费怎么算

为什么要商业车险改革

社会有需要 车主有诉求 行业有追求

更好地发挥市场
和政府的作用

更丰富、更贴心
的车险服务

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

商业车险改革改了什么？

1 示范条款更完善了

皂保额确定更合理了

车损险
保险金额

投保时车辆
实际价值

发生全损时赔偿
金额的计算基础

皂车损险索赔方向更明确了
1 .直接向责任方索赔
2 .向责任方保险公司索赔
3.向自己保险公司申请先行赔付并交由他们向责任方追偿

皂保障范围更广泛了
1 .被保险人或司机的家人可以在三责险项下赔付
2 .车辆在未上牌情况下发生的保险事故可以获得赔偿
3 .冰雹、台风、暴雪等自然灾害和所载货物、车上人员意

外撞击导致的车损可获得赔偿
4 .投保了专项附加险后，将不再扣减找不到第三方的

30%绝对免赔

车险续保后，没生效前出了险算哪年的？

续续保保之之日日起起列列入入新新一一年年保保险险
本报记者 喻雯

车险续保本是一件简单正
常的事，但是对于续保后再出
险，到底算入上一年还是新一
年的记录，让一些市民有些“蒙
圈”。省城市民罗女士，新一年
的车险是今年的5月28日生效，
她在5月8日提前买了保险，签
了保单后在5月26日出了一次
险。但被保险公司告知此次出
险要算入新一年的记录。

“新一年车险买了，但我是
在车险生效日期之前出的险，为
何要算入新一年度的出险记录
呢？”近日，省城市民罗女士对保
险公司的做法很不理解，尤其是
车险费改后，出险理赔的次数会
影响到来年的保费上浮。“我上
一次的刮蹭出险就纳入到今年
的出险记录了，再有一次出险记
录，我的保费就要上浮1 . 25倍，
现在真是很着急。”

罗女士说，根据保险合同，
2014年度的车险到今年5月27
日到期，她在5月8日做了续保。
保单上明确了保险期间是从
2015年5月28日零时起至2016
年5月27日二十四时止，保费是
5270元。购买保险后，5月26日，
罗女士在单位的地下车库发生
刮蹭，右侧车门有明显划痕。

“我知道6月1日起，车险费
改就实行，保险公司的人也说
出险次数多了，如果超过三次
很有可能会翻一番。”罗女士
说，她起初觉得自己挺幸运，在

新一年保险生效期之前出现的
刮蹭，这样就可以不占用新一
年的出险记录了。

5月26日下午，罗女士就报
案出了险，工作人员现场定损
后给出了700元的赔款并且承
诺两三天内赔款到账。办完赔
付手续后，工作人员说，这次出
险就算入新一年的记录了，提
醒罗女士以后开车要小心。“我
的车险5月28日起才生效，为啥
26日出险就算新一年的呢？”

罗女士算了一笔账，如果
今年再有一次出险，来年的保
费至少要交6250元，保费要上
浮980元。

罗女士很是疑惑：车险出
险的记录标准，究竟以哪个为
准？9日，山东保监局有关工作
人员称，续保之日起，就会算入
到下一自然年度的保险，这个
时间在保险信息平台会自动记
录切换。也就是说，客户与保险
公司签订保单后，如果再出险
就会算入新一年的保险区间。
这个时间跟保险的生效日期、
结案等都没有关系。

对此规定，该人士解释，续
保时，保险公司会根据上一年度
的出险赔付情况来确定新一年
的保单，不同的出险次数会直接
影响新一年保费的上浮或是折
扣。如果续保后，车主再次出险，
即便是没到生效时间，但是此时
保单已经签了，如果这次也算入
上一年的，那么新一年保费就不
是签单时的标准了。

不要一遇事

就要求出险

省城毕先生2012年买的
车，去年出了三次险，两次车
损险，一次三者险，按照新的
标准，保费上浮了8 0 0多块
钱。为了节省保费，毕先生取
消了车损险，省下了几百块
钱。

出险次数多则直接使保
费大幅上浮，从这个角度来
说，如果车辆遇到了微小的
刮蹭，车主就要考虑一下是
否要打电话通知保险公司出
险了。“目前的费率计算只参
照出险次数而非理赔总额，
所以用户不要一遇到事就要
求出险，这样无疑会增加来
年的保费。”一家险企负责车
险业务的何先生说，现在保
费的确定与车型也有关系，
若一款车型安全系数较高，
且零整比（即车辆全部零配
件价格之和与整车销售价格
的比值）较低，相应基准保费
较其他车型更低。

业内人士认为，对不同
风险的车主给予不同的费
率，可以引导车主安全驾驶，
降低出险频率。同时，安全等
级越高的汽车保费越低，能
促进生产厂家不断提升车辆
的安全性。

记者采访了省城几家险
企，发现虽然车险改革增加
了险企的定价自主性，但保
险公司的新车险费率差距并
不大，平均差异约在 5 %以
内，用户的保费变化也与上
述情况基本相似。

本报记者 喻雯 张頔

投保车险时

要弄清这些问题

新的车险费率标准施行
之后，保费的计算更加个性
化了，这对保险公司的服务
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应
履行哪些告知义务？

一是向投保人提供投保
单并附商业险条款，向投保
人介绍条款，主要包括保险
责任、保险金额、保险价值、
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被保
险人义务、赔偿处理等内容；
二是对于投保人选择投保基
本型条款的，应详细说明基
本型条款的保障范围以及与
其他类型条款的差异；三是
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内容必须在投保单上做出足
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机动
车商业保险投保提示书》或

《机动车辆保险免责事项说
明书》等形式向投保人作出
明确说明。

本报记者 张頔

本报济南6月9日讯（记者
张頔 实习生 邵群） 从6月1
日开始，商业车险费率改革正式
在山东启动试点，记者采访省城
多家险企发现，据不完全统计，
新车险费率施行以来，6成用户
保费变化不大，保费涨跌幅超
10%的用户则各占两成。

“与此前的车险费率相比，
新版的费率放大了出险记录对
保费折扣的影响因素。”在一家
险企负责车险业务的何先生介
绍，按照新版车险费率计算公
式，基准保费是主管部门确定
的，在此基础上主要参照无赔款
优待系数、自主核保系数、自主
渠道系数这三个系数来确定最
终的保费折扣。

无赔款优待系数直接挂钩
车主往年的出险理赔次数，比如
连续3年不出险为0 . 6(基准保费
打6折)，连续2年不出险为0 . 7
(基准保费打7折)，上年不出险
为0 . 85，新车、上年出险1次或
平台有不浮动原因为1 . 0，上年
出险2次为1 . 25，上年出险3次

为1 . 5，上年出险4次为1 . 75，出
险5次及以上为2 . 0。

自主核保系数的设定主要
参照险企以往的理赔数量、额
度，自主渠道系数的设定主要参
照互联网、电话营销等新渠道对
保险成本的降低程度，由于这两
个指标的设定值需要主管部门
备案批复，所以这两个系数相对
固定，因此对保费折扣影响最大
的就是出险次数。

“从最近一周办理的保单来
看，上年出险的次数大多在1-2
次，因此综合算下来，大约6成的
客户所交纳保费的变化不大。”
何先生介绍，6月1日以后旧系统
就停止使用了，现在只能按照新
的费率标准计算保费。

何先生介绍，按照这样的
比较方法，保费出现10%以上
涨跌幅度的用户大概各占两
成。“目前我经手的保单中总体
保费最低折扣是5折，最高为上
浮1 . 4倍。”何先生说，折扣低的
原因主要是出险记录少、甚至
不出险。

本报记者 喻雯

6月1日，商业车险费改正式
实行。就在不少车主享受保费折
扣时，也有一些车主由于没有弄
清楚费改的标准，而保险业务员
也因不清楚新政策走向无法明
确回答咨询，导致不少车主虽然
只出过一次险，但也由于无法享
受折扣，甚至多交了几百块钱的
保费。

“6854块钱，怎么这么多？”6
月1日，省城市民张先生拿到新
一年的保单后有些意外，怎么比
去年多了400多块钱？张先生的
车险6月8日到期，早在5月份汽
车4S店给他打电话，提醒他处
理刮蹭并续保。

在济南市英雄山路这家本田
4S店处理完刮蹭后，张先生在一
个保险年份内算出了一次险。由
于6月1日要费改，他咨询工作人
员何时买更便宜。4S店工作人员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政策，但对于
一年出险一次的，在新的政策施
行后“可能便宜”。因此，张先生决
定等6月1日以后才买保险。

“买保险时我才知道，按照
费改新规定，虽然我上一年只出
过一次险，但是无法享受折扣优
惠。”张先生说，在6月1日政策实
施前，保险公司并没有将政策明
确地告知，如果当时明确了新
政，他就会在5月22日出险后接
着办理续保，这样还能享受到此
前的折扣优惠。

新新规规知知道道晚晚了了，，多多花花几几百百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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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率与风险更匹配了

皂低风险低保费、高风险高保费

皂车险保费与随人、随车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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