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险种有宽限期，这个很容

易理解，那么几百元、几十元一份

的短期险种也有宽限期吗？ 据记者

了解， 一些短期保险也有 “宽限

期” 。

1年期短险， 单纯从理论角度

讲，保险期间就是 1年。 1 年到期，

合同终止。 若要继续拥有保障，重

新投保即可， 自然不会存在宽限

期。 但是在保险实务中，1 年期险

种， 很多保险公司一般允许其续

保，续保手续相当简便，只要交纳

保费即可，也不会为客户出具新的

保险合同。

比如某款一年期的健康险是

这么约定的，“本计划仅提供一年

期保障， 短期健康险不能保证续

保，经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续保

申请，并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可续

保。 续保可在保单到期前后 30 天

内至会员中心， 找到您上一年保

单，点击“续保” ，完成续保核保审

核且审核通过之后支付保费完成

续保。 那么，这 30天可以视为宽限

期。

还有一款 6 年期健康险的宽

限期也是 30天，“在保证续保期间

内，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

期保险费后，除本主险合同另有约

定外， 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

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

起 30 日为宽限期。 如您在宽限期

内补交保险费，那么对您宽限期内

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承担保险

责任。 如您在宽限期届满时仍未交

纳保险费，则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

间自上一交费周期结束时终止。 对

于保险期间终止后发生的保险事

故，我们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

需要注意的是，单纯的意外险

通常是一年一保，不存在续保只能

重新投保，就不能使用“宽限期”

了， 到期后需要投保人马上购买。

因此，消费型短期险产品对于宽限

期的约定仍要看不同公司的具体

要求，不是一概而论的。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保利凤凰支行

帮客户找回失误汇款

本报讯 近日， 工行贵阳分行携手越界

影城开展优惠购票活动，在全国电影票补取

消的市场下，超值票价获得广大影迷好评。

据介绍，本次优惠活动通过工银

e

生活
APP

绑工行卡扫码支付或工银信用卡刷卡

支付均可参与， 享受满 30 元立减 20 元，满

60元立减 40元的超值票价， 每人每天限享

受两次优惠。 以

IMAX

巨幕电影为例，客户

仅需支付 20 元，而普通

2D

、

3D

电影均是
10

元观影。 活动一推出，便受到广大影迷响应。

接下来， 该行将联合众多知名度高、口

碑好的商场、餐饮、娱乐等相关多家商户，继

续提供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优惠活动，回

馈工行客户，提升客户体验。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贵阳分行

开展优惠购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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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温度

业内人士：利用好 60 天的“宽限期”

保险费也能晚点交？

本报讯 为传承“雷锋精神” ，工行贵阳

东山富水支行日前开展 “学习雷锋精神 我

们在路上” 主题活动，传递“人人皆是雷锋”

的服务理念。

活动当天， 该行的金融志愿者小分队通

过设置金融服务点、 向往来客户发放普及金

融知识宣传资料、 一对一现场讲解如何防范

网络电信诈骗、如何安全用卡等宣传手段，开

展金融志愿服务工作，以实际行动感召、弘扬

雷锋精神； 志愿者们还通过上门普及的方式

向网点周边的单位、 商铺讲解金融消费的有

关知识，将反洗钱、反假币、反非法集资等法

律法规通过面对面的形式有利传导， 让安全

防范意识深入民心。

（穆显雯 许竞丹 本报记者 王蕾）

本报讯 日前，工行贵阳保利凤凰支行为

客户找回因操作失误汇款至陌生人账户的资

金，获客户高度赞扬，并赠送锦旗致谢。

据悉，当日上午，客户陈先生致电工行贵

阳保利凤凰支行网点负责人， 称其两个小时

前通过网银往其同名账户汇了近 2 万元钱，

但一直未到账。网点负责人听后，立即安抚陈

先生并耐心指导登录网银查询汇款明细，核

实汇款账户、姓名等信息，核实发现收款方名

字与卡号均不对。了解具体情况后，网点负责

人立即根据陈先生提供的收款人信息查询联

系信息， 并带领其到派出所备案。 经网点联

系，收款方人在外地，且不承认其收到相应汇

款，于是网点立即联系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

要求客户退还陈先生因误汇入其账户的近 2

万元钱。经过银行端与两地警方努力，收款方

足额归还款项。事后，陈先生赠送锦旗对工行

优质服务点赞。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东山富水支行

开展“学雷锋”活动

携手越界影城———

陈先生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我最近手头紧，能不能晚一个月再缴纳保险费？ ” 、“感觉今年缴费有点困难，怎么办？ ” ……

在购买了长期保险之后，经常有些投保人因为各种原因“手头紧”而不能按期缴纳保费。其实，只要利用好

保单赋予的宽限期功能，晚点缴费完全没有问题。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在宽限期之内出险，保险公司仍会理赔，

但这一年的保费是需要补交的。

在生活中， 我们很多人都

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在续缴

保费时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

因，需要迟些缴纳保费。 其实，

这就涉及到宽限期了。 保险合

同的宽限期是指保险公司对投

保人未按时缴纳续期保费所给

予的宽限时间， 保险法规定宽

限期是为 60天。

设定宽限期的目的， 在于

避免合同的非故意失效。 未能

如期交纳续期保费， 大多并非

是投保人故意不按时交纳，而

是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或

因工作繁忙，外出、生病、遗忘

等客观原因而未按时交纳，在

这种情况下， 如果保险公司不

给予一定的宽限期， 必然会导

致更多的保险合同中途停效，

进一步增加合同失效和数量，

如大多数未能按时交纳续期保

费而终止， 是会影响保险业务

的稳定性， 对投保人来说会使

其有的保障彻底消失， 对双方

都是不利的。

《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

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

费， 投保人支付首期支付保险

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

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

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 或者

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

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终止，

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

条件减少保额” 。

举个例子， 如应缴费日期

为 7 月 30 日， 那么在 7 月 30

日

-9

月
30

日这期间就是宽限

期， 保费只要在宽限期内缴费

即可，保障还是继续有效。 如果

在宽限期内发生事故， 只要符

合合同内约定的保险责任，还

是可以获得理赔， 但需补交当

期的保险费。 因此，手头紧张的

投保人可以在宽限期内筹措资

金，缴清保费。 只要把钱存到合

同约定的银行账户里面， 由保

险公司代扣就可以了。 但是不

建议投保人把时间限定得太

死，比如 9 月 30 日是宽限期的

最后一天， 这一天才把钱存进

去就太冒风险了， 因为有些保

险公司是可以随时代扣， 有些

要间隔几天代扣保费， 尽可能

提前会比较好。

如果 60 天之内也没有缴

纳保费，会有怎样的后果？这种

情况可能会导致保单中止。

《保险法》第三十六条、

三十七条规定， 在宽限期之后

还不把应该交的保费补上的，

保险合同中止， 自合同效力中

止之日起达到两年保险双方当

事人还没有达成协议的， 保险

公司可解除合同。 中止是合同

效力可恢复的， 恢复后继续保

障的，可保单一旦终止，就彻底

失去效力， 除非重新投保才能

获得保障。 如果中止，投保人就

要申请复效，但必须在两年内，

但是复效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手

续，会比较麻烦，申请保单复效

后，保险公司会重新进行核保，

而这时大部分保险公司的核保

标准通常会比之前更加严格一

些， 比如要求客户重做健康告

知，或部分特殊客户（如年龄超

过一定岁数）重新进行体检等，

而这些健康检查的结果往往还

会影响到复效的成败或增加复

效条件，应当尽量避免复效。

60 天内仍未拿出钱来交

保费，不一定直接保单终止，还

需要经历一个“现金价值自动

垫交” 的过程。 当保单现金价

值累计到足以缴纳当年保费

时，可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以

现金价值自动垫缴保费及利

息，其保障是不会变的；但若是

现金价值不足以垫缴一年保险

费时，保单将进入中止状态，很

明显， 保单到了第二乃至第三

年， 现金价值是不够垫交一年

保费的， 所以在投保前期不必

期望太大，还是要把费用交清。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减轻缴

费压力，那就是“减额交清” 。

缴费满一年， 可将累计的现金

价值以一次缴清的方式变更保

险合同，相当于购买同一险种、

保险期间相同， 但保额较低的

保单，例如 20 年期的一百万寿

险， 于第 10 年做减额交清，用

现金价值一次缴清到 20 年的

保费， 但保额会变为 50 万，也

就是保险期间不变， 保额减少

了，往后不用再缴保费。不同保

险公司变更的条件也不尽相

同，这个要了解清楚。

利用好“宽限期”

“宽限期”过了还没交上？ 咋办

延

伸

部分短期保险

也有“宽限期”

本报讯 日前， 光大银行悉

尼分行正式开业。这是中国光大

银行践行“走出去” 国家战略，

积极拓展南半球机构网络布局

的重大突破。

近年来，光大银行主动对接

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以光大

集团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

界一流金融控股集团的战略目

标为指引，积极稳妥地推进境外

机构建设。中国光大银行悉尼分

行是继香港分行、 光银国际、首

尔分行、光银欧洲、卢森堡分行

之后，中国光大银行在境外设立

的第 6 家机构。 至此，中国光大

银行境外布局已初具规模，通过

境外机构延伸金融服务平台、提

升客户服务能力，为“走出去”

企业提供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

未来， 光大银行将牢牢把

握“一带一路” 和“中澳自由贸

易区” 为澳洲市场拓展带来的

重要机遇，立足当地，依托集团，

为中澳两国客户提供综合化、特

色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全力

支持中澳两国的经济和贸易繁

荣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共创光

光大银行悉尼分行正式开业

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

截至 3 月 1 日，A 股总市值

为 52.8万亿元，而去年年底 A 股

总市值为 43.4 万亿元，短短 2 个

月市值暴增了 9.4 万亿元。 而根

据最新的投资者数量 1.48 亿户，

简单计划的话， 投资者户均赚钱

6.4万元。

短短两个月市值暴增 9.4 万

亿元，纵然给股民带来升值机会，

但最终的价值流向或许并非与投

资金额和参与人数成正比， 此外

前期亏损严重的股民已经负担了

沉没成本， 而后来者居上很多仍

在高位增持， 盈亏并未实现互抵

弥补和真正变现。

综合

今年 A股股民

人均赚了 6万元

市值暴增 9.4万亿元

光大银行悉尼

分行正式开业,为

中澳两国客户提

供综合化、 特色

化、多元化的金融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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