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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被淹二次点火

烧了发动机不能获赔

“水淹了车，再启动烧了发动
机，可是保险公司却不赔偿。”去
年夏天，市民李先生的爱车不小
心进水，因为自己的操作失误，发
动机几乎报废。

让李先生最不解的是，保险
公司以他再次启动车辆是导致发
动机损坏的主要原因为由，拒绝
赔付发动机维修费用。保险公司
称，这不属于意外，而是操作失
误。24日，记者从泰城一些保险公
司了解到，不管车主是否购买了

“涉水险”，在车辆涉水或被水淹
熄火后，都不应该再启动车子。在
涉水熄火的情况下，只要发动机
不再次启动，一般都不会出现特
别大问题。不少车主由于缺乏经
验，车辆在水中熄火或二次打火
导致发动机受损，是因为车辆在
水中打火会令积水从气门进入发
动机造成损坏。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说，在车
辆被淹熄火后，应该及时叫来拖
车，把爱车拖到4S店维修，所发生
费用一般都由保险公司赔付。但
一旦再次启动，很容易导致发动
机彻底损坏而必须大修。对多数
保险公司来说，都会把这样的情
况列入不保赔范围内。

一般所说的车辆全险，并不
包括赔付进水后损失的“涉水
险”。所谓的全险是指所有的主

险，包括三者险、车损险、盗抢险、
交强险。在购买了“车损险”后，能
在遭水浸时获得保险赔偿，但主
要赔付座位、线路等水浸引起的
损失，并不包括发动机。

涉水险赔付成本高

保险公司多不推荐

一些车主以为，投保了车损
险后，汽车被水淹产生的损失，保
险公司应该都会给予赔付。而殊
不知在保险行业内，有专门的一
款涉水险，主要赔付涉水损失。但
因为赔付成本高等因素，一些保
险公司并不主动推荐，让很多人
不太清楚。

24日，记者咨询泰城部分保险
公司了解到，各公司都有专门针
对车辆涉水行驶的保险，全称车
辆涉水行驶损失险，是专门针对
因水淹导致的发动机损失进行赔
偿的一个险种。而只有购买了涉
水险的车主，在遇到涉水造成的
发动机进水、引发故障时，才能得
到保险公司的相应理赔。

从事保险业务的刘先生告诉
记者，有些车主误以为车损险可
以赔偿涉水产生的损失，其实，车
辆涉水后对于汽车内饰及其他部
件的损坏，基本适用于车损险。但
是，发动机等主要部件损坏，很难
获得赔付。

车主对涉水险了解不够，一
方面是自己的不专业，另一方面
则是保险公司的不积极。业内人

士介绍，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发动
机的赔付数额大、风险高，还容易
造成骗保现象，因此很多保险公
司都不会主动向车主推荐“涉水
险”。一些保险公司把涉水险作为
车险附加险单独列出，如果不积
极推荐，那么车主很难主动投保。

据了解，车辆涉水险适用范
围有两个，一是遭受暴雨、洪水的
时候，保险机动车被水淹及排气
筒或进气管，驾驶人继续启动机
动车或利用惯性启动机动车。二
是遭受暴雨、洪水后，未经必要处
理而启动机动车。在这两种情况
下，要获得相应的赔偿就必须购
买涉水险。

一百元能保十万爱车

附加险必须先买车损险

既然涉水险作用这么大，投
保费用又是多少呢？记者了解到，
涉水险作为附加险，必须先购买
车损险，一般为车损险保费的5%。

泰城一家车险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汽车保险主要分为基
本险和附加险两大类。基本险又
分为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
以及交通强制责任险；附加险则
分为盗抢险、玻璃险、自燃险、涉
水险等等。其中，涉水险不是一个
独立的险种，不能独立购买，它是
在基本险上附加的保险产品。也
就是说，涉水损失险以车损险附
加险种的形式购买，车主应先投
保车损险主险，再附加涉水损失

险。
一般涉水损失险的保费，为

车损险保费的5%，也就是说，一辆
价值十万元的家用轿车，车辆涉
水险保费一般在一百元左右。业
内人士建议，涉水险一般是夏季
出险频率高，车主没必要全年购
买。可以通过缩短主险投保时间
的方法，季节性购买自燃和涉水
险。如设定车损险的时间为四个
月，此期间购买主险时搭配涉水
险，之后续保则去掉这个险种，这
样既有保障又能节省部分开支，
但操作相对麻烦点。

除此之外，想要爱车在涉水
受损后全部赔付，还要增加一个
不计免赔险。多数保险公司的车
损险有20%的不计免赔率，即使购
买了附加“涉水险”，也仅能获得
80%左右的赔偿。也就是说，车主
购买车损险和涉水险的同时，还
得再投保一个不计免赔险，车辆
在涉水过程中出现发动机故障，
才能获得全额赔偿。

夏季爱车遇“水灾”，怎样投保才能获赔

车损险涉水险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记者 赵兴超

随着夏季来临，雨季城市积水导致车辆熄火甚至被淹的情况，也开始出现。雨季经常产生
积水，也曾导致车辆被淹受损。不少车主以为车辆保了车损险，可以解决被淹赔偿，殊不知，有
专门的涉水险再加上不计免赔险，才能真正免除“水淹”隐患。

由于车辆在通过积水路
面时，水压远小于汽缸的排气
压力，只要发动机不熄火，积
水是不会倒灌进排气管的。涉
水过程中，车主应挂低速挡，
稳住方向盘和油门，保持车辆
有足够而稳定的动力，尽量一
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
急转弯或急打方向盘。若发现
车轮打滑或下陷，切忌不要猛
踩油门冲过去，应在发动机不
熄火的情况下，在人力或其他
车辆的协助下驶出积水区，最
后一点尤为重要。

◎相关链接

车辆涉水

该怎么开

为了弥补航班延误给旅客带
来的损失，许多保险公司推出了航
班延误险。据《2012年全国民航行
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各航空公司平均航班正常
率仅为74 . 83%。这与国际航班的准
点率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目前各大机票预订网站基本
上都可以购买航班延误险，但是价
格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保险的范
围也不同，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
记者，一般而言，延误4个小时赔偿
200元的比较普遍，航班延误险的
保费大概是20元。乘客可以根据自
身的需求来购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交
通意外险和旅游保险产品也包含
了航班延误责任保障。提前购买旅
游意外险，加上航班延误险保障，
旅客遇到旅程延误、行李延误等情
况，可以获取损失补偿。譬如，平安
保险就推出了含航班延误险的交
通意外险，一旦客户所乘坐的航班
符合延误险的理赔范畴(因天气、
自然灾害、恐怖分子行为、航空管
制、航空公司超售等原因导致航班
延误)，即可获赔。延误4小时及以
上赔偿400元/次(保险期内最高赔
付额2000元，即最多赔付5次)。保险
期还可自由选择，当天投保，保险
生效日期最早为次日零时。

对于不少乘客而言，班机延误
的不良后果有很多，例如后续行程
安排受影响、转机乘客可能需要自
费办理改签等。其实，时间的流逝
难以挽回，但经济损失可以弥补，
航班延误保险就很适用，投保比较
方便。乘客若能在事后得到一定经
济赔偿，心理上也能有一丝安慰。

(理财周报)

◎险中求安

航班延误险升温

延误4小时是道“槛”

4类保险保驾护航

保险专家提醒：“网络购票
越来越普及，但是，购票的同时
也不能忘了添一份保险。轻松地
打一个勾，花几元钱买一份保
障，对于毕业季计划出游的学子
而言，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选
择。”

那么，如何购买旅游保险？
太平洋保险产品设计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我国各保险公司
涉及旅游的保险条款多达几十
种，游客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组合。一般游客出游应购买4种
类型保险：

首先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这类保险主要为游客在乘坐交
通工具出行时提供风险防范服
务，游客所购买的车票和船票金
额中的5%是用于保险的，每份保

险的保险金额为2万元，其中意
外医疗事故金1万元，保险期限
从检票进站或中途上车上船开
始，一直到游客检票出站或中途
下车下船。

其次，住宿游客人身保险，
这类保险每份1元，从住宿之日
零时起算，保险期限15天，期满
后可以续保，每位游客可以购买
多份。这类保险提供的保障主要
有住宿旅客保险金5000元，住宿
旅客见义勇为保险金1万元，为
旅客随身物品遭意外损坏或被
盗抢丢失的补偿金200元。

再者是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对于参加探险游和惊险游的
游客，最好应购买旅游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这类保险每份保险费
为1元，保险金额最高可达1万元，
每位游客最多可买10份保险。

此外，旅游救助保险也非常
重要，尤其是对于出境游的旅客

来说应购买旅游救助保险。其中
旅游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由
国家旅游管理部门以部门规章
的形式加以约束的强制性保险。

境外旅行急难救助是关键

随着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
的提高，境外旅行保险已经成为
国外出差、旅行的必备品，而保
险公司能否在保障之外提供更
优秀的服务，日益成为消费者选
择境外旅行保险的关键。

“市场上的境外旅行险所提
供的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障差别
不大，而且如果被保险人已经购
买过人身险，那么境外旅行保险
中的意外伤害保障只起到补充
的作用。”国泰人寿公司有关负
责人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
采访时强调，急难救助服务就成
为投保人选购境外旅行险的关

键考量因素：在遇到紧急情况
时，保险公司和救援机构能够提
供哪些急难救助服务，不同产品
所提供的服务有哪些不同，哪些
救助服务在境外是更需要的。

就业难需早做规划

今年的应届生迎来了“史上
最难就业季”，中宏保险理财专
家建议：“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
出国留学，涉及的教育费用往往
相对高昂。因此，尽早规划子女
教 育 金 已 受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关
注。”

针对子女教育金的规划有4

个重点原则：首先，宜及早规划，
以充分享有时间的复利价值；其
次，要有明确的理财目标，即孩
子在多大年龄需要多少费用作
为教育金支持，这些费用何时取
得，来源在哪里等；再者，从整个
家庭的保障规划而言，投保从顺
序上应先保父母，再保子女。夫
妇双方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对
意外、医疗、重大疾病和寿险的
保障需要充分；最后，挑选有豁
免条款的保险产品。因为少儿保
险中的豁免条款规定，在合同期
内如果投保人发生意外或者因
故丧失缴费能力可豁免未缴的
保费，而对被保险人的保险保障
依然有效，这是银行存款、股票
基金等均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国际金融报)

毕业季用好四类保险

为旅行保驾护航
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

暑假提前来临，学生族纷纷
筹划毕业旅行和暑期出游。
预计7月初进入高峰，厦门、上
海、重庆、昆明、成都等国内
城市最受欢迎。与此同时，海
外旅行也逐渐走俏。这时候，
选择一份合适的保险显得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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