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要看需求

最近， 国内某

家保险公司推出了

一款可以赔付四次

重疾的 “加倍保”

产品，引起热议。

记者了解到，

其实国内已有不少

公司推出了类似的

“多重赔付” 产品。

虽然 “多重赔付”

解决了保障性能需

求强的客户需要，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重疾都是分组

赔付的， 并非普通

人概念上的“得几

次赔几次” 。

“多重赔付”真的好吗？

建行“建融家园”

中介机构的“家”

钱生钱

QIANSHENG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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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反洗钱法，让社会

公众广泛知晓反洗钱相关知识，夯实反洗

钱宣传的社会基础，提升在校大学生的金

融知识水平，建行二戈寨支行走进贵州省

物资学校，向广大师生宣传“反洗钱” 知

识和金融知识，增强网络金融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让大学生健康成长，远离

金融诈骗。

活动现场， 二戈寨支行因地制宜，通

过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讲解、现场互动交

流等方式，就当前如何远离网络洗钱、“校

园贷”反洗钱、电信诈骗、中奖诈骗等诈骗

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负责人表示，这些诈骗具有很强的诱

惑性、隐蔽性和自发传销性，而大学生自

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需要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理性消费，提升防范意识，不要相信

天上会掉馅饼，“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

集资” ，拒绝网上校园现金贷款。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学生们讲解

了一些识别假币的小技巧。 （本报记者）

核心提示

建行走进校园

宣传“反洗钱”知识

建设银行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 有关精神，为住房租赁

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依托 IT 技

术，推出了“建融家园” 综合服务平台。 该

平台可为房屋中介机构提供以下服务功

能：

一是住房租赁全流程线上管理服务。

包括用户注册、房源核验、房源发布、租赁

合同签署、租金支付、租赁合同备案等全流

程线上管理服务，实现“真实产权、真实存

在、真实交易” ；在支付方式上，用户可选

择龙支付、微信、支付宝、贷款支付等任一

方式。 中介机构可根据客户的需求选择线

上或线下签约、线上或线下支付等，方便又

快捷。

二是中介机构后台服务管理系统。 包

括出租房源管理、求租客源管理、合同成交

管理、员工业绩管理、统计分析和人事管理

等服务功能， 全面满足中介机构的后台管

理需要。

三是增值服务。 建设银行依托楼盘大

数据， 通过平台为市场参与方提供房屋估

值、租金估价、房产与租金价格走势、分析

等数据增值服务。

“建融家园” 让中介机构在 “家”

“驻”得安心、满意。 （本报记者）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传统的重

疾险都是赔完一次就结束了，整

个保单也就完成了“使命” 。但之

后， 如果患者再想去购买重疾险

就特别困难， 保险公司会以其健

康核保不通过为理由，拒绝受保。

而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 《中

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2018版）》

显示，我国医疗保险消费者人均保

费自 2015年起快速上升，与 2010

年相比，2017 年中国在医疗保险

上的人均保费增长近 3倍。 此外，

考虑健康风险成为消费者普遍共

识。截至 2017年年底，我国医疗保

险消费者占保险全量消费者的

50.9

%

。

而在重疾险理赔原因中，癌

症是重大疾病首要原因，因罹患癌

症而得到重疾理赔的占 61

%

。

大量临床数据证明， 癌症患

者如果生存 5 年以上， 发生转移

复发的概率为 10

%

，

癌症 5 年不

复发就意味着接近痊愈。 相关权

威研究报告还显示，中国、美国、

日本、 加拿大的整体癌症 5 年生

存 率 分 别 为 30.99

%

、

66.00%

、

81.60%

和
82.50%

，

在癌症生存率

方面，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

家仍有较大的差距， 生存率相差

了一倍以上，现状不容乐观。

传统的单次赔付重疾险理赔

了癌症，合同就终止了，今后也很

难再买到重疾险， 如果客户 3、5

年后癌症复发，没有任何保障，而

癌症的每次治疗花费不菲。因此，

对于一些保障需求比较强的人来

说，如果能有一份可以“多重赔

付” 重大疾病的险种，无疑是最

好不过。而香港的很多保险公司，

都有“多重赔付” 的产品。

最近几年， 国内一些保险公

司也开始尝试推出 “多重赔付”

的产品，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满足

了人们的需要。 所谓“多次赔付

型重疾险” ， 简而言之就是能够

对纳入保障范围的疾病进行两次

（含）以上赔付的重疾险。

在重疾发生率中， 癌症的发

生率较高，超过 50

%

甚至
70%

，

其

余才是非癌重疾的发生率。 而患

重疾后个人身体的变化和预后情

况， 也说明重疾多次赔付的重要

性。 由于癌症是人们最为关心的

重疾病种， 因此有保险公司将癌

症专门分离出来格外再多赔几

次。

最近， 某家保险公司最新推

出了可以 “最多赔付四次重疾”

的险种，癌症还可以最多赔 3 次，

号称对标香港保险， 也是国内第

一款消费型“多重赔付” 纯重疾

险。 也就是说，不包含身故责任，

一旦身故只退还已交保费。 56种

轻症不分组可以赔付 3 次， 每次

赔付保额 3

0%

，

108

种重大疾病分
五组赔付

4

次
，

每次赔付保额
100%

。

首次确诊癌症满
3

年
，

再次
确诊癌症

，

赔付保额
100%

（

间隔

三年）， 后续可以赔付最多 2 次

癌症， 被保人无论确诊轻症还是

重症，均豁免后续保费，保单继续

有效。 等待期内患轻症不赔付但

合同继续有效。

无疑， 这款产品比较起之前

的“多重赔付” 还是进步了不少，

之前“多重赔付” 的重疾险，癌症

也只能理赔一次， 如果复发、新

发、转移，甚至癌症持续，都不能

二次赔付。恶性肿瘤“多重赔付”

间隔期只有 3 年， 之前许多产品

都是 5 年。 恶性肿瘤状态包括与

前一次恶性肿瘤无关的新发恶性

肿瘤、 前一次恶性肿瘤的复发或

转移、 前一次恶性肿瘤仍持续存

在。

这些都比过去的 “多重赔

付” 进步了许多，也令不少消费

者安心不少。不过，由于赔付责任

多了， 因此价格要比单次赔付额

度产品贵一些， 以该系列普通产

品为例，30 岁男性保额 30 万元

20 年缴纳，保费每年 4659 元，但

是 “多重赔付” 就要贵一些，为

7476元。

那么多重赔付是不是一旦

重疾发生，就会如同人们理解的

那样“得几次赔几次呢” ？ 实际

上并不是如此。 专家表示，在购

买“多重赔付” 时需关注两大关

键名———“分组” 和“间隔期” 。

重疾分组理赔。 这种产品比

较常见。 比如合同中约定保障

100 种重疾，有的产品分为 3 组，

有的产品分为 5组。每组重疾，只

理赔一次， 理赔后这组里面包含

的重疾病种都失效了。 如果下次

得了重疾， 要是属于其他组的重

疾才可以理赔第 2次。 且两次重

疾确诊有时间限制， 有的产品是

两次重疾要间隔 180天， 有的是

要间隔 365天。 也有产品不分组

的，但是赔付总次数没有那么多，

一般是第二次为止， 需要间隔

365天。

关于分组， 是否科学比较重

要， 比如有些公司是将癌症单独

分成一组， 而有些是将癌症与其

他几种多发重疾分在一组， 那么

显然前者要实惠得多。 按照保监

会规定， 所有重疾险必须含恶性

肿瘤、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

症、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术、终末

期肾病 6种疾病。 数据显示，这 6

种常见重疾的发生率在较多年龄

段的重大疾病发生率中占比为

60

%-90%

，

显然当这 6种重疾分

在不同组里时，才更有利。

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间

隔期” ， 就是两次重疾确诊间隔

多久才能理赔。 现在比较主流的

是 365 天或者是 180 天，但是如

果是癌症多重赔付的话，有三到

五年之分。 由于判断癌症是否治

愈，最主要看的就是癌症在 5 年

生存率，所以，要求间隔期 5 年

及以上，潜在意思就是要求癌症

基本已治愈。 而间隔期 3 年，虽

然已错过了 7

0%

的复发几率（癌

症复发 70

%

发生在 3 年内），但

相比 5 年已经有了太多的诚意。

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尽量选择

间隔期短的产品。

另外， 由于价格差距较大，

多重赔付产品较贵。 经济条件不

允许的话，可以购买一份普通重

疾险，建议从实际出发、按需配

置，盲目追求噱头、话题、热门的

产品只会得不偿失。 在预算充足

的时候， 满足核心保障的同时，

兼顾责任就好。 当预算有限的时

候，一定要根据自身及家庭实际

来进行详细规划。

癌症多次赔付可以附加，可

以主险自带，更可以另外购买一

份防癌险，还可以购买合适的医

疗险来替代，只要适合自己的就

可以了。 本报记者 王蕾

相比传统重疾险 “多重赔付” 价格不便宜

贰

“多重赔付” 或能满足特殊人群需求

购买时需关注两大“关键词”

叁

壹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