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因雾雾霾霾患患病病 医医疗疗险险和和重重疾疾险险都都能能赔赔

那天我跟往常一样，来到一家广
告公司，给客户送保单。在经过老板
娘办公窗口时，习惯的喊了一声“嫂
子，我来了”，然而这一次她却没有回
应我，只是呆呆的看着我走过。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我立刻回
头，认真看了她一眼，发现她脸色苍
白，满眼泪水。

我怯怯的问了一句：“嫂子怎么
了？”，她哽咽了半天，说到：“老吴去
世了，肝癌晚期。”

“可是我们上个月还在一起吃饭
的”，我惊讶地问。“从检查，确诊到去
世就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很多的事，

我还没来得及去做，他就走了”，她抽
噎着告诉我。

我慢慢的蹲在地上，一个月时间，
就会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亲人阴阳相
隔。

我知道，吴老板在我们中宏保险
只为他的孩子购买过一张理财产品，
而他自己在其它保险公司也只是购
买了一张理财产品。当初他那么固执
的坚信自己不会患重大疾病。而如今
他却偏偏因为重疾而离去。

交了将近二十年的社会养老保
险，只赔付了他一万多元的殡葬费。
投保的保险公司也只是如数的赔付

他所交的保险费和分红。当我陪着嫂
子，把所有的理赔都办理结束后，我
深深的向她表示歉意。如果当初我再
坚持一下，让他在二十万的重疾保单
上签字，或许现在孩子上大学的钱也
就不必那么操心了。

走出公司，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
来。六年的保险生涯，我帮客户办理过
许许多多的理赔服务，唯独这一件事让
我感觉心痛和懊悔。每次想到这件事，
我就更加坚信：作为一名寿险营销员，
在面临客户重大风险发生时，我们担负
的不仅仅是当初签下的那张保单，更多
的是那份承诺和责任。 (谢丽华)

由由一一个个客客户户去去世世想想到到的的

投保故事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保险作为一种生活工具渐渐走入
到了人民的视野。今天我们从生老病死四个方面来探讨人寿
保险的意义与功用。

首先是“生”。在这里，我所指的生是“生儿育女”的“生”。
很多已经有了孩子，其他的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为人父母。为了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都会想尽办法让孩子接受最好
的教育，然而，现代子女教育费用一再飙升，给每个家庭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据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上海养育一个孩子的
直接费用高达49万，教育费用比13年前翻了7番，就算是在我
省，将一个孩子送到大学毕业也得花费30万。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这个费用只会水涨船高。我想请问各位，我们应该怎样为
子女建立教育基金？经时间检验，我们得出结论，教育基金必
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专款专用；二、保值升值；三、不会因
为意外等其他因素而中断。

人寿保险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孩子出生
的时候，每年交一万，连续10年，到孩子20岁上大学的时候，加
上分红和返还，我们将会有15万的教育金，孩子的学费就不用
愁了。就算我们在这10年内因为意外或者疾病离开了孩子，无
法继续缴纳保费，保险特有的豁免功能，可以让我们免交以后
的保费，保险合同继续有效。

其次谈一下“老”。有数据显示，预计到2040年，中国老年
人口将达到4 . 09亿，占人口总数的24 . 8%。55岁退休的人活到80

岁，仅一日三餐就要花费27万多。在中国一直有养儿防老的观
念，但是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贯彻执行，大部分家庭都会是独
生子女，养老或许将成为很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社会制度的转型，使传统的完全依赖国家、单位的养
老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国家对职工生老病死的“大包大揽”已
成为过去。所以人们在年轻时早准备早投入，年老时就可以有
充足的生活保障。

我的邻居曾先生，今年32岁，在结婚纪念日来临之际，选
择送给30岁的太太一份特殊的礼物——— 保险理财计划，这份
礼物带给曾太太的不仅是这一个结婚纪念日的祝福，更是每
个纪念日的关怀，每年交一万元，连续交10年，到曾太太60岁
时，她可以领取21万，70岁时变成30万，80岁就会有40万。有了
这笔钱。曾太太的晚年生活就可以过得无忧无虑。

投保养老保险可以说既是老人为子女分担一份忧愁，也
是晚辈献给长辈的一片孝心。

第三谈一下“病”。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据调查
显示，目前我国15-55岁劳动力人口中，每年人均患病28天，每
年人均休工6 . 5天。疾病，已不是人生的意外，而是每一个人生
命中必须计算的成本！现代医疗费用昂贵，小病小灾，人们还
可以抵抗过去；一旦大病临头，许多人纵使债台高筑，家徒四
壁，也无力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最新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
的癌症的发病率不断攀升，死亡人数已达每年180万人，相当
于平均每一分钟就有3到4个人死于癌症，比死亡和疾病更可
怕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据卫生部门统计，癌症等重大基本的
平均医疗费用高达11 . 8万，一旦不幸降临，这样一笔医疗成
本，你准备好了吗？

也许有人会说，我已经买了医保，可以靠医保报销，但是
社会医疗保险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看病需求，对于重大疾病来
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说过：基本医疗保
障只能是低水平的，“保”而不“包”，“保”即有一个基本的保
障，超出部分主要应通过商业保险解决。现在该是转变陈旧观
念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投保了商业医疗保险，就算真到了我们
卧病在床的那一天，保险公司将会为我们承担大部分的医疗
费用，也就不会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尴尬状况。

最后谈一下“死”。死，人皆有之，只是家里人该怎么办？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我上个月回家搞客户答谢会。走到对面村子的时候，听到了奏
响的哀乐，经打听才知道死者是一个和我同年的女人，结婚仅
几年，膝下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女，高昂的医疗费用早已花
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欠下的医疗债务更是让这个本来
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那个瘦弱的男
人，心里不由得为他们家庭的未来暗自叹息。

同时我也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我们村的一起理赔案件，
我们村的刘某某于今年查出患上肺癌，经医治无效于上个月
去世，同样是有孩子，同样花了一大把的医药费，不同的是他
在前年投保了人寿保险，年交六千在医院确证后，保险公司马
上给付了8万，解了医疗费用的燃眉之急，在他过世以后，又给
付了4万。这笔钱对于这个刚刚遭受重创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
中送炭。

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结局。其中的区别相信大家都已经
感受到了吧？ (张磊)

“本来想锻炼身体，没想到骑
了一个月的自行车后，就开始鼻
塞、咳嗽，患上了急性鼻炎和急性
支气管炎。”韦先生最近不得已放
弃了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锻炼方式。
随着空气质量指数的超标，济南市
今年以来陆续出现了雾霾天气。不
光是济南，中国多地出现严重雾霾
天气，它不仅对开车出行带来了安
全隐患，对人类的健康更是带来了
威胁。那么，因雾霾天气引起的疾
病，保险可以赔付吗？又会怎么赔
付呢？专家答复，因雾霾引发的疾
病，部分保险可赔付。

保险组合包抵挡雾霾损害

有研究表明，持续的雾霾天气

可能会诱发人体呼吸系统、心血管
系统疾病，不利于小孩生长发育，
影响心理健康等危害。事实上，不
仅如此，环境的恶化还会诱发更多
的重疾发生，比如肺癌等。一旦患
上疾病，会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不同
程度的经济负担。目前市面上并没
有专门为雾霾而设计的商业保险，
因雾霾等环境因素引起的部分疾
病可以在社会医疗保险基础之上，
由商业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
来共同保障。

业内人士指出，事实上，因
环境污染诱发疾病，医疗险和重
疾险都提供相应保障，如长期处
于空气污染环境中，最好能够购
买医疗险及重疾险，以防范疾病
风险。

重疾险和医疗险赔付不同

一般而言，雾霾天气引起的疾
病，重疾险和医疗保险都提供相应
的保障。但是赔付方式则因购买的
险种不同而有区别，因雾霾引起的
重大疾病，保险公司会按照重大疾
病的约定责任进行一次或多次的
提前赔付；因雾霾引起的普通疾
病，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发生的医
疗费用按照医疗费用报销的责任
约定进行赔付。

重疾险属于定额给付的性质，
也就是说，被保险人一旦确诊为保
单约定的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就会
赔付，并且与医保报销不冲突，可以
作为医保补充，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而因雾霾引起的普通疾病住
院治疗申请理赔，如购买的是费用
险医疗险，保险公司根据实际发生
的合理费用按条款约定赔付；如购
买的是津贴型医疗险，则按购买的
日补贴额度及合理住院天数免赔3
天进行定额赔付。

医药费如何报销

假如韦先生已经有了单位买
的医保，他应该先拿医药费去医保
报销还是先给保险公司呢？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住院发票原件一般
会留存在首次报销单位，报销单位
出具加盖财务章及报销情况说明
的发票复印件，供进行后续报销。
因医保报销一般需要提供住院发

票原件，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医保结
算单进行理赔，故先完成医保报销，
再到保险公司理赔，可以避免发票
原件留存保险公司医无法保报销的
问题。如当地医保不要求提供发票
原件，可自行选择报销顺序。

重大疾病治疗预期费用通常
需要考虑三方面。第一是解决治疗
费用；第二是解决康复费用，重大
疾病的康复期间大部分费用是社
保不能报销；第三是解决收入损失
的问题，因重疾疾病失去了工作的
能力，没有工作经济压力自然增
大，购买重疾可以弥补收入减少，
避免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根据目前
医疗费水平，建议重疾险保额至少
在20万元至50万元为宜。

(房敏婕)

偏偏见见 是是这这样样消消除除的的
说实话，多少年来，我对保险这

个行当，是存有偏见的。总认为那些
跑保险的人，都是些没有固定职业，
脸皮厚，鼓噪三寸不烂之舌，把别人
腰包里的钱，哄到自己账上的人。但
偏见归偏见，保险，还是实实在在地
发生在我的身边，并进入了我的生
活。

先是大外甥女干上了保险。回来
后，外甥女就大谈保险经，鼓动我和
妻子也入上意外伤害保险。起初，我
向她直言相告：到你舅家不准谈保
险。你舅和舅母，都有医疗保险和养
老保险。但外甥女却不依不饶，说：

“医疗保险报病不报伤。您的年龄越
来越大啦，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个闪
失，不入个保险，就得自己花钱治
疗。”这一层，倒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的。渐渐地，我对保险有了些兴趣。
2013年，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外甥

女就先给我妻子入了100元的保险。
说来也巧。妻子入了保险不多日

子，在给外孙女倒水喝时，被外孙女
扔的满地的玩具绊倒，盛水的玻璃杯
摔得粉碎，妻子的左手被玻璃碴子划
出好几道大口子。妻子到社区门诊部
找医护人员清理了伤口。可三个多月
过去了，妻子的手不但没有好，到了
入冬，疼得连家务活儿也不能干了。外
甥女看到这种情况，有些抱怨似的说：

“哎呀，你怎么不到大医院去看看，这
个是能报销的。”

外甥女马上报告了保险公司，第
二天，就领着我妻子去了市人民医
院。经拍片检查，妻子的手骨里有块
残留的玻璃碴子。手术前，医生问：

“是公费还是自费？”妻子掏出了医
疗保险卡。医生摇头，说这个不好
使。在一旁的外甥女说：“俺舅母有
商业保险。”商业保险能管用吗？我对

此还是半信半疑。
妻子做了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

天就出院了。手术费加住院费，总共
花了1700元左右。外甥女说：病例材
料已经报到了上海总部，等批下来，
报销的费用就会打到俺舅母的私人
账户上。我对妻子说：能报多少算多
少。就是咱们自己“报销”也无所谓。
过了没几天，外甥女打电话说，报销
的医疗费已经打到了我妻子的账户
上。没想到居然报了1600多元，自己
付的费用还不到100元。这下子，我和
妻子都相信商业保险了。

妻子的经历，让我们全家打消了
一切顾虑，消除了我们以前对商业保
险的偏见。这还不算完，妻子又让外甥
女，给我和儿子入了商业保险，妻子还
动员亲戚朋友10余人，都入了保险。你
瞧，她还当上了保险义务推销员。

(曲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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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故事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是国内
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成立
于1996年11月，现已拥有13800多
名员工和营销员，为超过79万客户
提供专业的金融保险服务。中宏保
险在中国保险市场深耕经营超过十
七年，致力于为公众提供稳健可靠、
深受信赖和具有远见的保险产品和
服务。

关注国内消费者核心需求

日常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最为
关注的是保险的保障功能。作为国内
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中宏保
险始终关注国内消费者的核心需求，
开发出一系列国内行业领先的保险
产品，如率先推出首款分红险产品、
专门为中国女性设计的保险产品、
着重宝宝成长周全呵护的多款宝宝
经典产品、首款全家保产品，首款免

核保自动递增保额产品、首款以满
足家庭养老需求为核心的年金产
品、首款家庭型失能补偿保险计划
等。积极关注消费者在不同发展阶
段的保险需求，并依托外方母公司
宏利在保险行业的百年经验，在人
身风险和健康保障、子女教育、养老
规划等领域不断创新，着力提供稳
健可靠、具有远见的保险产品。在围
绕保障为核心来开发产品的基础上，
致力于不断创新，坚持为投保人创造
真正价值。

优质的服务改善消费体验

中宏保险的理赔服务一直遵循
快速、公正、温馨的理赔原则，一旦
发生理赔事故，营销员或客户服务
中心可协助客户办理申请，客户只
需配合递交有效、完整的理赔文件。
公司在收到客户完整的理赔申请
后，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定，情况
复杂的，将在30日内作出核定。公司
做出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后，会在
10个工作日内向客户履行赔偿或给
付保险金的义务。

中宏保险的客户享有保单终身

保全服务：公司随时为客户提供联系
地址/电话、受益人、缴费周期、职业
类别、增加/删除附加险，附加险组
合、保额增减等变更服务和领取累计
红利、现金利益和保证现金价值贷款
等服务。公司在收到资料齐全、符合
保单约定条件的变更申请之日起，2
个工作日完成受理。公司会在客户缴
纳足额保险费(如需)之日起5个工作
日处理完毕。

关爱家庭全面幸福规划

2014年7月，在全国中小学暑假
到来之际，中宏保险开展“为爱启航

陪伴成长”2014中国亲子教育现状
调查，了解现今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并倡导“和孩子一起共同成
长”的陪伴式教育理念。期望通过切
实有效的调研成果，关注中国育儿家
庭，倡导更加合理地规划家庭幸福。
作为全国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
司，中宏保险自2009年起持续关注中
产家庭的“幸福指数”，每年在全国广
泛开展幸福专题调研并陆续发布系
列白皮书，从不同角度为家庭幸福规
划提供指引。

服务超79万客户

中中宏宏人人寿寿为为家家庭庭幸幸福福提提供供保保障障

推介之┩蹈盗

保险特色服务

投保课堂

从生老病死谈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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