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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意外事件高发

为为每每个个孩孩子子保保一一份份学学平平险险
暑假即将来临，难得撒

欢 的 孩 子 总 免 不 了 磕 磕 碰
碰，如何保障熊孩子们的安
全？专家建议，小投入，大
保障，从幼儿园到大学，学
平险都应该成为孩子保险保
障中不可或缺的一角。

学平险多为“1+2”模式

日前，济南历城区某小学
8岁的乐乐小朋友得了急性阑
尾炎。因为投保了新华保险的
学平险，乐乐省了好几千元。
“真是没想到，百八十块的保
险派上了大用场，孩子谁没个
小病小灾的，还是有保险放
心。”乐乐爸爸感叹，随即表
示：“以后每年必须给孩子买
学平险，后续再看看还有没有
其他适合孩子的。”新华保险
济南中心支公司团险负责人辛
艳荣告诉记者：“这个因为客
户选取了进口的自费药物，不
然赔偿金额还会更高。”根据
新华保险提供的数据，除去自
费药物，小乐乐仅凭80元保费
获得了新华保险近4000元的赔
偿。

专家指出，济南市场上学
平险一般是“1+2”、“1+
3”模式，也就是说由意外伤
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
险、附加疾病住院医疗保险等

构成。如都邦财险的学平险包
含都邦学生意外伤害保险、附
加学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附
加学生疾病住院医疗保险三个
险种的保险产品组合。在此基
础上，有的公司可以继续附加
保险。都邦学平险项目负责人
告诉记者：“除了以上险种
外，学生疾病身故保险责任可
以选择性投保”。另据新华保
险辛艳荣表示，新华保险的学
平险除了附加前面提到的险种
之外，还可以附加住院津贴及
重疾保险。简单来说,小到磕
磕碰碰、崴脚扭腰，大到因意
外骨折身残甚至身故，学平险
都有相关的保障。有公司甚至
表示，日常常见的孩子因猫抓
狗咬，需要打国产狂犬症疫苗
的，也在保障范围内。

有医保就不用学平险吗

“有了医保没必要再买学
平险。”有不少家长是这样认
为的。专家指出，即使孩子已
经有医保，因为医保有一定比
例的自理部分，家长完全可以
购买学平险作为医保的有力补
充。对家长来说，只要多拿出
百十元，孩子的保障就可以更
完善。

据了解，医保固然保障范
围较广，但往往保而不包。举
例来说，如果孩子住院，省三

级医院合规消费1200元以上，
医保报销比例是40%，也就是
说，孩子如果花了10000元，
除去1200元的自费部分，如果
剩余费用都是合规费用，那么
8800元医疗费用，医保报销大
约在3500元左右。这个时候，
如果孩子有学平险或者其他商
业保险，那么剩余的5000多元
费用，根据具体情况，保险公
司还将按比例进行赔付。

中国人寿济南分公司相关
人员告诉记者，学平险投入
小，保障全，保障大，对一般
家庭造不成经济负担，还能给
孩子较好的保障。他举例表
示：“比如学生因疾病住院产
生医疗费用，保险满额可以获
得30000元的理赔款，而该学
生仅仅需要交纳100元的保险
费用”。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少
儿医保没有包含身故保障，这
也是少儿医保难以替代学平险
的原因之一。

什么年龄的孩子适合
买学平险

都邦财险济南营业部学平
险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同
年龄段的孩子，风险承受能力
不同，购买商业保险业应区别
对待。他指出，6-18岁年龄
段的孩子，已经步入校门，一

般来说，学校里风险不是特别
大，但是磕磕碰碰难免，此
外，寒暑假期间孩子发生意外
的几率相对更大，而一旦购买
了学平险，无论校内校外，寒
暑假还是日常学校生活中，都
在学平险的保障时段内。

此外，他指出，学龄前孩
子的保险保障也不应忽视。0
-3岁的孩子，一般都是在父
母或家人的看护下成长，基本
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伤害风险，
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疾病承
受能力差，因此家长应该根据
孩子体质状况投保医疗及疾病
保险。3-6岁的孩子，则有好
奇心增强，自我风险意识较低
的特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容
易受到意外伤害。因此家长可
以为孩子投保意外医疗保险。

投保的五大注意事项

谈到购买学平险的注意事
项时，业内专家各抒己见，记
者整理如下：

一、要选择实力强、信誉
好、学生险经验丰富的保险公
司；

二、如果孩子有既往病
史，在投保前最好告知保险工
作人员，以免因病出险后得不
到有效的赔偿；

三、在孩子医治过程中，
自费药物及治疗不在学平险的
保障范围内；

四、一旦孩子发生意外或
因疾病住院，家长应立即联系
服务人员或通知保险公司报
案；

五、发生意外或疾病须在
二级以上(含二级)医疗机构进
行诊疗。索赔时需提供保险公
司要求的相关理赔资料；

六、疾病类的保障，保单
上均约定有观察期，因此首次
投保学生险的孩子只有在保单
生效且观察期满后，保险公司
方可对疾病类的事故进行赔
偿。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
讯员 苏丹)

ee速速贷贷涉涉嫌嫌非非法法集集资资吸吸金金达达数数亿亿
法人代表被捕

近日，惠城公安通过官方
微信公众号通报称，惠州市公
安局惠城区分局经提请惠州
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
5月30日对广东汇融投资股份
公司法人代表简某，以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执行
逮捕。

e速贷成立于2010年，据
零壹研究院资料显示，其为国
内P2P网贷行业最早上线的
10家平台之一。惠州警方发布
的通报称，“经依法侦查查明，
简某经营的广东汇融投资股
份公司打着网络P2P的旗号，
其实以自融、设立资金池、发
虚假标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共利用e速贷平台非法吸收资
金累计达数亿元”。这些资金

并未流入“合法盈利的业务”，
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依靠
新加入投资人的本金来维持
运作。

另外，简某及部分公司股
东主要依靠私自发卖公司股
份等方式吸取资金池数亿元
现金。其中部分资金被简某及
家人私自占有并以个人名义
进行投资；有部分资金被简某
不入公司账目私自拿走不明
去向；有部分资金被挪到简某
亲戚名下进行放贷收不回来；
有部分资金被简某用于购买
高档小汽车、豪宅、写字楼等
归于自己及妻子名下；还有部
分资金用于偿还高额利息和
股东分红。

事实上，5月20日，惠州市

公安局惠城区分局查处了该
网贷平台，并以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刑拘了以简某为
首的13名犯罪嫌疑人。当日，

“e速贷”也在网站发布公告
称，“监管部门到访e速贷集团
总部例行常规检查”。5月底，
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通
报，广东汇融投资股份公司利
用“e速贷”平台非法吸收的资
金累计达数亿元，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简某和部分股东以股
权投资、发标等方式将投资人
的部分资金占为己有。

《通报》最后提出，请投资
人“迅速向户口所在地(或居
住地)公安机关报案，积极配
合调查取证工作”。

(岳品瑜)

随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条例》的施行，根据工作需要，
社保基金会新设养老金管理
部和养老金会计部，目前招聘
工作已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笔
试阶段，从这个进度看，招聘
工作应于6月份结束，8月份千
亿元养老金入市成定局。

5月3 0日，人社部公布
《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
201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人数为85833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1601万人。全年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2195亿
元，比上年增长16 . 6%，其中
征缴收入23717亿元，比上年
增长12 . 4%。全年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27929亿元，比上
年增长19 . 7%。2015年末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9937
亿元。对此，光大证券研究所
策略分析师徐沛东表示，“基
本养老金累计结存的不断增

加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广，以
及参保单位和人员的逐渐增
多。”

“根据有关部门的初步估
计，目前全国可以归集并投资
运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规
模大约在2万亿元左右，其中
可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
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
例，合计不得高于可以按规定
投资的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
3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
刚表示。徐沛东指出，按照
30%的比例，将有6000亿元资
金可投资于股票市场，市场潜
力巨大。

“总之，随着养老金入市
的重磅政策陆续出台，养老金
市场也必将随之迈入万亿元
时代，迎来跨越式发展，2016
年可谓之养老金行业的跨越
之年。”徐沛东最后表示。

(证报)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战战略略下下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联联动动””助助企企业业走走出出去去

在近期公布的《2016年香
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提
到，特区政府将成立由特首梁
振英主持的“一带一路”督导
委员会，负责制定香港参与

“一带一路”的策略和政策，同
时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

在此战略下，金融机构，
特别是内地在港金融机构如
何发挥其作用?各家机构的选
择可能又有所不同,中国光大
银行香港分行选择的方式是
通过“联动”抓住机遇，具体而
言就是：依托光大集团整体资
源，通过联动帮助国内企业走

出去。在战略定位上，对于光
大银行的海外战略，光大集
团、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曾
有过这样一个三步走的要求：

第一步：“业务走出去”，
通过开展国际结算、参与国际
银团贷款等相关业务，以开放
的形式接受国际通行或主流
游戏规则。第二步：“机构走出
去”，以进入海外市场的形式
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在海外设
立分支机构，构建海外网络，
香港分行的成立标志着光大
银行迈出了“机构走出去”的
一大步。第三步：“影响力走出

去”，以业务拓展的形式经营
海外当地市场，并力争成为当
地本土化银行，或当地有一定
影响力的银行，这是光大银行
的远期目标。

或许就是因为有了清晰
的规划，所以在全球经济波诡
云谲的形势下，在香港这样一
座金融竞争“白热化”的城市，
光大银行香港分行各项业务
得以“逆势而升”,资产质量控
制良好。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张頔 通讯员 王一川 郭
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自
5月1日在全国全面推开后，于
6月1日进入纳税申报阶段。

今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
点范围扩大至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这项
改革对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制
造业转型升级将发挥重大作
用。为顺利推进这项意义重大
的税制改革，山东国税系统与
地税部门通力合作，自5月1日
起成功开票，营改增税制转换

平稳开局。
6月1日是营改增扩围后

的首个申报日，记者在历下国
税局见到了前来办理申报业
务的济南四建集团工作人员
侯女士。“很顺利，6分钟就办
完了申报，由于国税人员之前
上门‘一对一’辅导过，所以对
申报程序已经比较了解。”侯
女士说，从这个月的纳税情况
来看，比原来缴纳营业税少了
1万多元，可以说营改增为企
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税收红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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