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是超过 50 岁以上的老年父

亲们， 一般保险意识会比年轻人更

强，非常担心意外和疾病的发生为子

女和家人带来负担。但与此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市场上适合老年爸爸的保

险产品已经不多了，即便有，价格也

会偏高。

老年人意外险是相对容易购买

也比较实用的险种。 老年人群遭受

意外伤害的概率要高于其他成年人

群体，特别是交通事故、意外跌伤、

火灾等事故对老年人的伤害更加严

重。 在为老年人选购意外险时，要重

点看一下有没有对特定场所、 特定

活动和特定交通工具的限制， 根据

家中老人的活动情况选择条款合适

的意外险产品。 尽量在网购渠道购

买此类保险， 因为这样可以保障的

年龄比较高，最高可到 80 岁，而代

理人渠道通常超过 60 岁就很难买到

理想的产品了。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子女永远

关注的话题，一些医疗健康险的投保

起始年龄已经到 60———65 岁了，这

意味着老年人也可以选择健康险。

此外，各个城市在积极推进的长

期护理险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城市的政策和保险公司的

产品对应选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每个老年人都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

产品，有些患有慢性病的可能就无法

买到产品。可以考虑购买各大保险公

司有售的老年防癌险， 大概在

1000—3000 元之间， 核保要求不是

很高，老年人也更容易买到。

本报记者 王蕾

作为 30—50 岁左右的中青年

父亲， 基本上都是家里重要的家庭

支柱， 承担着养家的重任， 一般来

说，收入比重占比较大。要从三个角

度考虑保险配置：一是责任加大，上

有老下有小，房子负担重，生活成本

也持续增加； 二是相比年轻时的好

身体，人到中年体能、健康方面的状

况自然都有所下降； 三是这一时期

几乎是保险选购的末班车， 失去健

康的身体，再买保险可能被拒保，也

可能要加费， 或者是把相关风险当

做除外责任。

由于这个年龄段的收入已经相

对稳定，而且还远远未到退休年龄，

因此配置保险时不妨考虑得全面一

些。 阳光人寿保险贵州分公司的伍

亮介绍说， 有很多父亲在年轻时没

有投保相关健康险， 这一时期仍要

将健康险作为重点。 至于健康保险

组合的具体产品方面， 大家也可以

以重疾险 + 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

为主， 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在

普通医疗保险、住院保险、综合医疗

保险产品中加以考虑选择。 补充医

疗方面， 可以考虑一下国家的税优

健康险，不需要自己花多少钱，直接

从个人所得税金中抵扣保费， 充分

用好国家的政策。

这个年龄阶段的人， 退休养老

问题也该提上考虑日程了。

购买养老保险， 可以约束自己

的消费行为，起到强制储蓄的作用，

将来定期领取保险金。此外，如果财

力允许， 还可以购买投资类的保险

作为家庭理财的一部分。这样，退休

后的生活质量就不会因为收入降低

而受到大的影响。 这种产品应该买

多少， 完全依据家庭收入的多少来

决定，投入的保费越高，将来领取的

退休金也就越多。 不过也没有必要

买得太多， 不要超过家庭收入的

20%就可以了， 否则会严重影响到

生活品质。

除了自己的保险以外， 家庭成

员也完全可以纳入进来。 现在有一

种以家庭为单位投保的团体重疾

险，可以全家一起购买重疾险，价格

是市面上的六成左右，可以保障 60

种重大疾病和 26种轻度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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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建行信用卡推出预

借现金功能， 包含直接取现和

现金转出。 只要客户所需金额

不超过信用卡额度的 50%，且

不超过当前可用额度， 就可办

理。

持卡人若持有龙卡信用卡

可通过 ATM 机、 柜面直接取

现；还可通过手机银行，个人网

银、柜面进行现金转出；整个过

程无需申请，随取随用，资金立

即可取。

柜面渠道透支取现每卡日

限额提升至 20000 元， 自助机

（如 ATM）渠道透支取现每卡

日限额 10000元。 6月底前，现

金转出免手续费； 直接取现收

取手续费按每笔金额 1%，最低

2 元，最高 100 元；利息方面，

现金转出和直接取现都按日万

分之五计收至还清日为止。

本报记者

建行信用卡

可预借现金

从 2002 年发行第一张龙

卡信用卡以来， 建设银行信用

卡中心致力于打造“同业安全

便捷用卡第一品牌” 。 截至

2017 年 5 月，建设银行信用卡

累计发卡量已突破一亿张。

率先开展 7*24 小时的欺

诈侦测服务， 提供全面安全保

障; 行业领先应用欺诈评分模

型，实现实时监控全覆盖;创新

开发安全技术， 提升移动支付

安全体验;持续升级盗刷保障，

保护持卡人资金安全。2010年,

建设银行推出境外失卡保障服

务， 为出境客户信用卡挂失前

48 小时内的盗用交易进行理

赔。 2015 年，推出全面升级的

“龙卡安心用”产品，通过商业

保险为持卡人境内外全渠道的

盗刷交易提供损失保障， 全面

保护信用卡资金安全。

重拳打击电信诈骗， 为客

户安全用卡保驾护航。 建设银

行积极配合打击信用卡违法犯

罪行为，集全行之力开展“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建行信用卡

支付安全便捷

□链接

不同年龄段的父亲 如何买保险

6 月 18 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除了给辛勤工作的父亲们送上礼物、带去节日祝福以外，为他们

配置一份必不可少的保险也十分重要，不过，处于各个年龄段的父亲们，如何配置保险也有不少学问。

对于很多 90 后、80 末的新手爸爸

而言，初为人父的喜悦自然是不必多

说的，但是由于工作时间并不长，收入

增长也不是很快，如果要全面配置保

障的话，可能目前还是有点困难。

从两人世界过渡到三口之家，年

轻爸爸们这个阶段意味着真正承担起

家庭重担，不能再毫无计划过日子，每

一步都要为未来做好充足打算。 保险

规划方面， 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压力

较大，除了要应付夫妻俩的日常开支，

还要考虑子女的养育费用、 未来的教

育费用，因此保险费用上相对紧张，推

荐以保障型产品为主。

首先是购买保障型的终身寿险为

主，另外再附加意外伤害保险，以防范

意外事故突然发生的风险，让家人和

年幼孩子的生活有所保障。 在购买这

种产品时需要注意的是，可以根据自

己的情况选择保额和保障重点，有些

寿险如果是遇到自驾车意外的话，可

以得到百万元赔偿，如果平时都是以

自驾车作为代步工具的话，可以重点

考虑这类寿险。 花费不会很多，一年

几千元上下， 而且满期会返还保费。

选择保额时应把所有的家庭成员视为

一个整体，成员之间都承担有一定的

家庭责任。 建议爸爸们在购买保险时

将保额设定为年收入的 10倍以上。这

样能够在风险发生时，家人在未来十

年才能继续保持原先的生活质量。

待经济稳定后， 可以考虑在原有

定期或终身寿险的基础上， 增加重大

疾病保险， 并附加较高比例的健康保

险来提高整体的保障额度。不过，尽早

投保，早期投保费率较为便宜，而早期

风险发生对自己、 对家人产生的影响

都较大，这时候买保险性价比最高。同

时根据收入的增长适时调整保额。

新手爸爸：

钱少可以慢慢加保

中青年爸爸;

健康 +养老是王道

老年父亲：选择面少但仍需保障

说到“一家之主” ，很多人都会自然

而然想到父亲的角色，的确，对于大多数

而言，“爸爸” 是支撑一个家的力量，因

而做好这个角色的保障十分重要。

白领小张几年来办了八张信用

卡，“每一张信用卡都没白办” ，小张

颇为得意，每个月用各种信用卡外出

就餐、看电影、购买机票、停车，省下

了大笔银子。 接下来，小张准备争取

把贵阳市面上的所有信用卡全部办

到手，一网打尽银行优惠活动。

可是，信用卡真的是办得越多越

好吗？

银行专业人士表示，信用卡对于

普通人来说，与其能不能拿到金融机

构的优质评分直接挂钩，所以办多少

张信用卡很有讲究。

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办理一

张信用卡就可以了。这类人群的特征

表现为收入并不高，每个月可供自主

支配的金钱有限。他们的消费欲望比

较强但还款的能力相对较弱。只办一

张卡， 适当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两

者就能做到平衡。

其次是办理 2—3 张卡， 这类人

群的特征表现为工作、收入均比较稳

定， 消费欲望的克制能力也比较强。

相对来说，该人群在信用卡的使用方

面比较有经验，也拥有一定的理财观

念。 刷信用卡进行消费，工资收入可

用来投资，可以养卡提额，一举两得。

生意人士经常需要资金周转，比

较适合办理 4 张及以上的信用卡了。

这类人群的特征表现为有自己的公

司，月收入相对较高，还款能力较稳

定有保障。而且如果是大额度的信用

卡，对该人群在急需资金周转时就非

常有帮助了。

如何选择办理哪家信用卡呢？首

先要舍弃平时极少组织优惠活动的

信用卡， 目前各家信用卡中心的服

务、 免息还款期等政策基本趋同，比

拼的就是给予持卡人的福利。其次要

选择容易下卡的银行， 一般而言，国

有四大行的客户评分比较严苛，股份

制银行相对宽松。

信用卡如果办多了，也可能会带

来意想不到的隐患。比如银行认为信

用卡办得太多的人，财务状况可能会

有问题。 很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的

消费欲望是很容易膨胀的，能自律的

人又比较少， 所以如果卡办得太多，

超出自己的实际还款能力，就很容易

发生信用卡逾期的情况，这将影响个

人后期的一些借贷业务。

其次是丢卡风险，如果办的卡过

多，一旦全部遗失，就会承担每张数

十元的挂失费，算下来几百元就打了

水漂，“薅羊毛” 省下来的钱也搭了

进去。所以建议出门消费只带一张卡

即可，其余卡放在家里就可以了。

第三，容易管理混乱。 不同的信

用卡，记账日、还款日都不一样，如果

弄错了就麻烦了，一旦连银行的“容

时” 都错过的话，造成逾期记录就会

非常冤枉。 所以，“马大哈” 性格的

人，信用卡就一定不要办多了。

本报记者 王蕾

信用卡 办理多少张最合理

理财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