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投保人在保单生效后三个

月接连发热超过两个月，后因癌病

去世。 保险公司从国内医院的医疗

报告中发现，死者于年前曾向医院

表示感到疲劳过度及体力不支，但

是死者在投保申请书上就以下问

题：“在过去三个月内有否感到疲

劳过度等症状超过一星期？ ” 填报

的答案是“没有” ，保险公司故此

以投保人没有披露重要事实为理

由拒绝赔偿。

香港投诉委员会认为保险公

司甚少在申请书上提问投保人“在

过去三个月内有否感到疲劳过度

等症状超过一星期” 等问题，并认

为投保人虽没有披露有关“疲劳过

度及体力不支“之病症，却不足以

构成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投诉委员

会认为保险公司在处理保单受益

人的索偿申请时， 要求过为严格，

并裁定保险公司须向保单受益人

作出赔偿。

2. 一位妇人在投保医疗保险

的三个月后患上卵巢肿瘤，主诊医

生的病理报告指出：“样本含有压

缩了的子宫组织及一些带有近期

及曾有出血现象的肿瘤” 。 保险公

司认为曾经有出血现象，投保人在

投保申请前应得悉有关情况。 投诉

委员会则认为并无证据显示，投保

人在以前已察觉到有关病症，并从

医生报告中得悉， 该名妇人只有

50％的机会知晓有出血的情况。 投

诉委员会于是裁定并可获得赔偿。

据《上海证券报》消息 央行近

日公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

析报告（2017）》（下称“报告” ）显

示， 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平均

分为 63.71， 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

是在不同人群、 城乡间和区域间具

有一定的不平衡特征， 有待进一步

提高。

所谓金融素养， 包括消费者的

金融知识、态度、行为和技能，良好

的金融素养有助于消费者作出适当

的金融决策，降低系统性行为偏差，

提高金融市场参与度并降低金融风

险。

报告显示， 东部和中部地区消

费者金融素养指数得分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西部和东北地区消费者金

融素养指数得分落后于全国平均水

平； 城镇居民金融素养要高于农村

居民， 本地人的金融素养要高于外

来人口。同时，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

是影响金融素养的重要因素， 受教

育程度越高， 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

越高。通常而言，教育水平能够增强

消费者对金融领域相关概念的理解

能力， 帮助消费者正确使用金融产

品和服务。

具体而言，金融消费者的受教育

年限每提高 10%， 金融素养指数得

分可以提高 1.67%。小学生毕业后继

续上初中直至毕业， 金融素养得分

较之前提高 83.5%，初中生升学至高

中直至毕业则可以提升 55.7%，是提

升速度最快的两个时期。 因此报告

也建议， 应考虑在初等和中等教育

阶段引入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家庭收入亦是金融素养的重要

影响因素。 拥有较高收入使得金融

消费者拥有更多可支配资产， 有更

多机会参与各种金融活动， 对金融

风险的偏好更强，认识也更加深刻，

不断积累金融技能， 促进了金融素

养水平的提高。

报告还显示， 消费者对各类金

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消费者在贷款知识、投资知识和

保险知识问题上的平均正确率分别

为 52.72%、49.08%和 53.82%，而在银

行卡知识、 信用知识和储蓄知识问

题上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74.52%、

64.49%和 64.49%。

2017年为央行首次全面开展消

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 在每个省

级行政单位随机抽取 600 名金融消

费者进行问卷调查， 全国共 18600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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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建设银行新版

手机银行重装亮相，将“智慧、生

态、协同” 的先进理念融入其中，

打造移动金融服务的领航者。

新版手机银行全面提升服务

能力与用户体验， 全新打造五大

频道， 设计五大菜单的主导航系

统，包括首页、信用卡、投资理财、

贷款、悦享生活，并以“智慧” 为

核心亮点， 为用户提供智慧的财

富管理，智慧的投融资，智慧的生

活圈，智慧的用户体验服务。

财富管理，全面精细

建行新版手机银行提供全面

的、图文并茂的资产负债信息，便

于用户轻松掌控财富状况。 资产

总体状况，全量账户信息，直观清

晰呈现；快捷交易名下资产，动态

调整资产组合。

多种收支管理工具， 贴心图

表数据分析， 用户随时管理个人

收支情况。 投资报告，提供基金、

国债、理财等投资收益情况；消费

报告， 获知每月线上线下消费结

构；结算报告，知晓资金流入流出

情况；预算管理，多方位控制月度

消费， 轻松实现预算的精细化管

理。

操作流程，化繁为简

建行新版手机银行客户端全

新的设计风格，设计简单、大方、

清新，对转账、支付、投资理财等

主要功能的操作流程进行了梳理

简化，创新了手机银行服务。

首先是目录简化， 新版客户

端对手机银行 4000 个页面进行

重新设计，重组流程，用户仅需两

步操作，即可到达所需页面；其次

是变更登录方式， 利用指纹代替

键盘输入； 再次是转账 “五合

一” ，智能选择交易路径，优化入

口布局，突出展示用户常用功能；

最后是简化手机支付流程， 现在

简单几步就能完成。

特色功能，更有个性

个人手机菜单可“自定义” ，

即用户可根据使用习惯对首页、

理财频道菜单进行自主设置模

块，彰显客户个性的同时，便于客

户快捷完成常用交易， 如常用转

账人、定期水电费缴纳等。

同时， 新版手机银行随时关

注客户的交易习惯， 洞察用户的

投资偏好， 不再对所有用户推送

同质化服务，依据用户行为偏好，

进行分群管理，将客户需要的、喜

欢的精确、个性化推送，让用户觉

得未曾谋面却又无比熟悉。

智能应用，人性服务

近年来， 各家银行发力智能

服务， 融合现代金融业和互联网

技术， 推出了各种类型的智能技

术应用。

智能“小微” 随时在线进行

热点问题推荐，报错问题解答，真

正实现“人机对话” ；日历也能智

能化，可以轻松设置待办事项，如

信用卡及贷款还款日、 理财到期

日等，让客户省心更放心！

本报记者

建行手机银行

“新版本”亮相

打造移动金融领航者

你的金融素养高不高？

央行调查给消费者金融水平打分

1、不要将社保卡借与他人

在我国， 记录个人疾病就诊记

录最多的地方便是社保卡， 社保卡

仅限本人使用，不可随意借与他人，

每个地区都有详细的管理规定。 以

天津市为例，在《天津市基本医疗保

险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对于使用

他人社保卡看病购药、 将本人的社

保卡交给他人或定点医疗机构、药

店使用， 骗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出的参保人的惩罚措施” 。 所以，它

像身份证一样， 可以作为个人身份

识别的凭证之一， 那么社保卡里的

诊疗记录便可认为是其持有人的既

往病史依据。

香港保险公司对于混用社保卡

的处理方式较为严格， 部分保险公

司一律拒保或者将保单作废， 例如

保诚； 另有部分香港保险公司允许

在投保人在投保时进行体检， 以确

定投保人具体健康状况， 甚至需要

投保人再次赴港体检。

因此， 建议朋友们不要为了一

点蝇头小利将社保卡借与他人。 同

理， 对于商业医保等同样不能随意

外借。

2、全面申报既往病史

朋友们不仅要认清楚对于如实

进行疾病申报的重要性， 还要注意

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只要

是在自己名下的， 无论是自己的还

是他人借用的既往疾病记录， 都要

申报；

对于自己无法确定是否要申报

的疾病， 一定要找专业的保险顾问

进行把关。

荷马金融

保险公司要求客户在签署合

约时秉持最高诚信原则。 这个原则

不是儿戏，如果投保时故意隐瞒重

大事实，而后期申请理赔的时候又

被公司查出来了，那么公司是绝对

有权利拒赔的。 因为在最开始签合

同的时候， 违反了最高诚信原则，

这个合约本身就是无效，那公司又

怎么会赔付一张无效的保单呢？

香港的法律是假设所有人都

无罪，如果定罪，需要证据，没有证

据只能是“无罪” 。 所以“有记录”

的病史是一定要上报的。 严格来

说，公司理赔时也都以白纸黑字的

记录为依据。 一般能用身份证号在

三甲医院查到的记录，保险公司也

都查得到。 所以，到底有哪些疾病

需要上报？ 请看一下自己的身份证

号给到医院后， 医院能提供什么，

就说明哪些是有记录的， 比如住

院、进入医保系统的治疗，这些是

一定有记录的。

例如：乙肝病毒携带、乳腺增

生、乳腺纤维瘤、妇科的各种炎症、

轻微的三高、做过一些微创手术等

等。 这些毛病如果在医院有门诊或

住院记录的话，在投保重疾险是需

要告知的。

香港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内

地客户的重疾险核保要求是不一

样的，所以以上这些客户要跟自己

的代理人或经纪人多做沟通，以便

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公司，以免白

跑一趟。

香港保险公司

如何调查病史记录

香港保险近

年来在内地大卖，

很多人在投保前，

也有一些疑问，如

投保人的病历哪

些需申报？ 哪些又

不用呢？ 香港保险

公司又如何查询

我的过往病史的

等等。 值得注意的

是，香港保险公司

要求客户在签署

合约时秉持最高

诚信原则，也就是

说要尽量全部披

露自己的过往病

史，这样后续一旦

发生理赔可减少

不必要的麻烦。

一般来讲，香港保险公司主要是

通过两条途径来获知投保人的既往

病史： 一是通过社保或者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查询就诊记录， 二是内地

商业保险理赔记录。 其中前者是目

前调查的主要渠道。

1、通过身份证号查询就诊记录

内地医疗记录共享机制还不是

很完善， 香港保险公司目前主要是

调查社会保障， 因此社保和新农合

的医疗记录是调查的重中之重。

2、内地商业保险理赔记录

部分香港保险公司和内地保险

公司之间有合作关系， 便可互通有

无， 但由于合作关系网络目前还并

不是非常完善， 建立起来比较费时

费力，暂时并不是主流方式。 不过在

未来，这一方式会越来越普遍。

一、香港保险之病史申报

二、香港保险公司调查渠道

三、投保人注意事项

★案例

身份证外借风险高

前期，有媒体报道交通银行某网

点成功堵截了一起冒用他人身份证

激活信用卡的案例。 柜员在审核客

户信息时发现办理业务的客户与系

统中的客户照片长相不符， 客户对

相关信息也无法准确回答出， 再三

询问后称是帮同事办理激活。 网点

认定， 这是一起冒名激活信用卡事

件，拒绝办理相关业务。

交通银行信用卡专家提醒，身

份证借给他人存在极大风险，此外，

身份证最好与银行卡、 社保卡等重

要证件分开放置，也不要将身份证、

银行卡信息记录在手机内， 以免犯

罪分子通过手机木马盗取手机中的

信息。 在日常生活中，要用到身份证

复印件的场景也有很多，专家建议，

身份证持有人务必在复印件上标注

用途，写上“本身份证复印件仅限办

理某某业务使用” 的字样，头尾都加

上横杠，防止他人另行添加，并且标

注要和复印件上信息有所交叉，以

免被涂改。 复印件使用后不要随意

丢弃，以免被他人盗用。

伪基站短信勿理睬

近期， 有媒体报道某银行信用

卡持卡人接到假银行客服电话发来

的短信，号称是该行“信用卡提额中

心” ，可以为客户申请提高额度，并

附有电话号码。 该持卡人拨打了短

信中的电话号码， 按照对方提示输

入了身份证号、信用卡卡号、密码、

验证码等信息后， 紧接着就收到了

信用卡被消费的短信提醒。

专家指出， 这是利用改号软件

冒充银行官方号码， 使用伪基站群

发诈骗短信的手法。 客户想要办理

信用卡申请、提额等业务，应当通过

银行的正规途径申请， 不要轻信任

何可疑第三方提供的信息， 如果遇

到自己无法判断的情况， 最好自行

拨打银行的官方客服热线核实。

据《新京报》

信用卡诈骗花样多 持卡人防范常记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