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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投保‘交强险’
若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将
使车主个人承担较大的赔
偿风险，也会导致交通事
故中被害人权益没有足够
保障。”对此，业内专家提
醒，以下三种车险方案最
常见，车主可对照投保。

一、适合新车新手及
需要全面保障的车主：全
面型方案：交强险＋商业
三责险（30万元）＋车损
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
抢险＋玻璃单独破碎险＋
不计免赔特约＋车身划痕

损失险；二、适合于有长期
固定人员看守的停放场所
停放的车辆，也适合于有
一定驾龄、愿意自己承担
部分风险的车主：常规型
方案：交强险＋商业三责
险（20万元以上）＋车损
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
抢险＋不计免赔特约；三、
适用于车辆使用较长时间
以及驾驶技术娴熟、愿意
自己承担大部分风险的车
主：经济型方案：交强险＋
商业三责险（10 万元以
上）＋车损险＋不计免赔。

11月 10日，启乘名
车广场与中国人保投控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启
乘名车广场举行。

启乘集团总裁贾敏
锐在致辞中说，启乘名车
广场与中国人保投控致
力于整合双方的优势资
源，打造颠覆现有二手车
经营模式的轻资产平台，
人保投控与启乘名车广
场的战略合作，是汽车与
金融的无缝对接，是产业
与资本的全面融合，是双
方在汽车消费信贷、融资
租赁、商业贸易、库存融

资等方面开展深度的合
作，将有助于打破传统二
手车产业发展的瓶颈。

中国人保投控华中
区董事、总经理徐达军致
辞提到，河南启乘集团具
有更好的产业基础和良
好的竞争力，各项业务都
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发
展前景广阔，人保投控华
中不动产投资管理公司
与河南启乘合作框架协
议的签署，标志着人保投
控华中公司在郑州的发
展掀开新的篇章。

为省钱只投交强险——

“裸奔”出事故后亏大了
核心提示 |“我的车追尾一辆宝马负全责，初步估计对
方车辆维修需要2万元以上。可我的车只投了交强险，
保险公司只给赔2000元，这点钱还不够对方修车费用
的一个零头。能不能找人让4S店修理费多打点折优惠
点啊？”近日，记者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求助，这位朋友
对自己当初为了省千把块钱没给爱车投商业险，后悔不
已。然而，像这样只给爱车投了交强险就在路上“裸奔”
的情况，并不少见。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车主抱
着侥幸心理认为有交强险就够了，而当事故真的发生时
往往得不偿失——

“刚买新车那几年，所有车险都
买，现在除了交强险必须购买，其他都
没买了。”车主孙坤说，过去买齐交强
险和商业险，一年要交三四千元。开
车多年后，车技好了，开始有点心疼
钱，因此现在只买交强险，每年只需几
百元。

已有十多年驾龄的老刘更是多年
没有给车买过商业险，他自己算了一
笔账，“像我这样只买交强险的注意两
点就好：一是自己不去撞别人——别
人撞你别人全责，对方保险公司会买
单；二是不要撞出大事——交强险赔
付总额也有12.2万元，其中死亡伤残
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万元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
一般在市区里开车擦擦碰碰的小事，
花点医药费或者赔偿费，应该都在交
强险赔付范围之内。再额外每年多花
1000多元买商业险，就有些浪费了。”

然而，最近老刘却一时大意撞到
了别人的车而且是全责，在跟对方走
了快速理赔手续到店维修时，老刘被
狠狠刺痛了一下，对方车辆维修费得
8000多元，他自己的车也需要2000
多元的维修费，“这几年省下的保险
钱，这次算是全赔进去还不够。”

只为车辆投保交强险的车主
并不在少数。之前，保监会曾公
布了商业车险改革试点首月情
况，其中一项数据显示，投保交强
险同时也选择投保商业车险的车
主比例为65.4%。这意味着近三
成半车辆只投保交强险。

具体到河南市场的情况又如
何呢？平安保险一位负责投保业
务的工作人员坦言，从他们掌握
的情况看，有近3/5的客户只购买
了交强险，而没有购买其他商业

险。这些只为车辆投保交强险的
车主大致上来说有以下几种情
况：一是车辆已经老旧或者价格
比较低廉，车主觉得购买盗抢险、
车损险没有必要；二是对自己驾
驶技术较为自信的车主。他们驾
龄长、开车经验丰富，认为自己驾
驶技术过硬，不会发生交通事故；
三是一些被保险公司“拒保”的车
主。有的车主上一年出险记录太
多，被列入“黑名单”，续保时需要
缴纳更多保费。

只买交强险未保商业险，一
旦发生碰撞事故，财产损失超过
2000元，多出的损失只能自掏腰
包。尤其是现在街头的豪车越来
越多，不时出现在新闻中的“撞豪
车”天价维修费事件，更给车主们
敲响警钟。“只买交强险出了事故
后，很多时候保险理赔根本就不
够。”郑州市花园路一家汽车4S店
售后经理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
接待了多个只买交强险，最终自
掏腰包修车的客户。

交强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保障范围不包括本车人员和
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保险，发生保险事故，除了要赔别
人的损失，自己的损失只能全部
自费。据悉，交强险有责赔偿死
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
用赔偿限额1万元。“如果发生伤
残、死亡等事故，肇事车主赔偿费
光靠交强险只是杯水车薪，赔付
是远远不够的。”平安产险工作人
员表示。

他们开车“裸奔”在路上 哪些车辆选择了“裸奔”

只买交强险隐患有多少

三套车险投保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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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英凯英语辅导 15824843983

培训招生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聘

●家电电工教师 15038039611

转让物资设备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 18937628197

抵押贷款

车房抵押速贷
低息当天放款 15037159463
贷 款 快 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急 用 钱 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认证咨询

资质快办86180256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执照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化妆品●保健品证63612933
●专办生产型企业 86560456

●免费注册低价验资6365975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低办公司资质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医疗器械药品13838389446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53302664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58899
机电●石油●矿山 63697099
消防●照明●承修 63830333
钢构●防水●环保 63512939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各类建筑资质二升一53302667
环评消防快办
河南环评消防审批 86172660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免费注册682688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生意投●咨询
项目投资孵化 商业模式优化

连 锁 合 作 ：400-0789-639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