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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险：以当地中秋晚8点至
次日凌晨2点天气播报为准，其中
一档保费20元，看不到月亮可获赔
40元。

点评：第二年，该产品已换成中
秋“欢迎回家意外险”。

贴条险：通过某APP，1元钱购
买为期一年的保险；一年内如果车
辆被“贴条”，通过APP在线支付，
系统自动减去最高100元的罚金。

点评：保监会表示，“贴条险”不
属于保险的概念范畴，仅仅是利用
保险的外衣进行商业宣传。上线
13 天该款保险下架，不过又以“贴
条OK”名字出现。

跌停险：凡是拥有A股有效账
户且年龄在18周岁以上，就可以购
买这款保险，单只股票最低投保金
额为100元，如果你买的股票遭遇
跌停，最高可获得1万元的赔付。

点评：保监会发布风险提示，点
名批评“跌停险”，称“‘跌停险’类似
对赌游戏，有‘博彩’嫌疑”。

雾霾险：名为“空气污染健康保
险”，只要连续5日空气污染指数监
控大于300，保险公司将给付1800
元污染津贴。

点评：由于擅自更改保险条款，
触犯《保险法》有关规定，被保监会
处以50万元罚款，产品下线。

高温险：由“三马”（马云、马化
腾、马明哲）所打造的众安在线保险
公司推出。一个城市超过37°C的
天数超过规定的免赔天数，投保人
每天可获得5元赔偿。

点评：和雾霾险不同，高温险成
功存活下来，而且还“赚”了 300 万
保费。

忘穿秋裤险：客户购买后在承
保期内因意外伤残、冻伤、摔伤、感
冒而产生相关的医疗费用，最高理
赔1111元。

点评：产品属今年“双十一”金
融大战期间推出的短期产品，以出
乎意料的产品特点快速售罄。

堵车险手机爆炸险问世

“奇葩险”频出 你会买吗？
□记者 杨春旺

近日，手机应用“OK车险”推出
了一款类保险的服务产品“堵车
OK”，1块钱就可以购买，堵车超过5
分钟即可获得赔偿。

数据显示，该款产品自12月初
上线，一周时间内，河南地区已经卖
出15000份，共补贴1600张加油券，
面值达10000元左右。

昨日，记者下载并注册了“OK
车险”APP后发现，“堵车OK”产品

“体验版”售价为1元，购买次日有
效；用户还可购买7天有效的版本，
推广售价为2元。购买产品后，如果
车主在一次驾驶行程中，在至少一处
路段，连续5分钟时速低于20km/
h，则判断为一次堵车；在当日行程
自动上传之后，即可获得补贴5元。
一日内多次行程有堵车的，补贴可累
加至20元，补贴并非现金，而是以加
油券的形式进行发放。

“堵车时所需的油耗较高，这款
产品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补偿用户在

堵车环境下低速行驶造成的不必要
油耗。”该公司运营总监骆女士说。

针对外界称“堵车OK”为“堵车
险”，骆女士说，这是一款互联网创新
产品，并不是保险产品。

堵车险有没有市场空间？答案
是肯定的，高德地图最新公布的三季
度交通状况显示，全国45个主要城
市拥堵系数最多超过2.0，即车主平
均要多花1倍的出行时间才能到达
目的地。

从实际角度考虑，堵车险这个险
种是有必要的，堵车会耽误事儿，就
会造成损失，符合保险原理；堵车险
也有操作的可能性，数据可以算出某
一时段、某一道路上堵车的概率，从
技术上讲也没有问题。

“堵车险是小类险种，小公司创
新能力比较强，而大型保险公司一般
不会去做这种小险种。‘堵车OK’是
一款类保险产品，对保险公司是个借
鉴。”业内人士认为。

与“堵车OK”这款类保险产品
不同，日前，支付宝平台“我的保障”
推出一款“充电宝及手机爆炸险”，产
品由平安保险提供，保障充电宝或手
机爆炸造成的损失。

记者在该平台看到，该险种对意
外身故、残疾保额为20万元，财产损
失为 1 万元（其中数码产品保额
1000元），价格为2.99元/年，对有不
良使用习惯、防范意识比较强的用户
来说确实值得考虑。

“6月份一天晚上睡觉前，我把
手机插在墙角的插座上充电，半夜耳
边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响，还有一股
焦味，起来一看是手机充电器炸了。”
郑州市民冀先生回想一次经历，仍感
到胆战心惊，“幸亏当天我没有把手
机放枕头边，否则估计我都毁容了。”

“手机和充电宝质量参差不齐，
谁都不敢肯定是否会有事故发生，这
样的保险其实还是有必要推出的，用
户至少可以买个安心。”冀先生说。

什么情况下能够获赔？记者获
悉，在手机或充电宝充电时偶尔出现
的黑屏等现象不在受保范围内，必须
是有明显的爆炸痕迹才可以，“爆炸
是指物体在瞬间分解或者燃烧时放
出大量的热和气体，并以很大的压力
向四周扩散的现象，需要现场有明显
的爆炸痕迹。”支付宝工作人员说。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
的年龄必须在18至80岁之间，且手
机及充电宝必须是被保险人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的正规厂家的具有合法
商标、使用说明书、厂家地址的设备，
三无产品导致的事故不在保险责任
内，数码产品还需提供原包装盒、保
修卡等材料。

业内人士表示，事故除了因个人
使用习惯发生意外，大部分都是使用
一些劣质产品导致，而目前正规有保
障的充电宝、手机本身投的有保险，
这种保险对于山寨货并不理赔，适用
性并不是太强。

在“充电宝及手机爆炸
险”及“堵车险”之前，支付宝
推出的“扶老人险”“跑步无忧
险”，“OK车险”推出的“贴条
险”，基本都是借着一定的热
点话题进行营销。而这两个
平台所推的保险或类保险产
品，仅是互联网保险创新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
的快速兴起，保险业也趁势掀
起了一股“创新”浪潮，诸多噱
头十足的险种无疑为保险公
司和互联网平台赚足了眼球。

理性地看，从开发此类产
品的保险公司来说，结合时下
社会热点，以一种轻松、有趣
的形式“包装”保险产品，对于
公司品牌推广似乎能产生意
外的效果。

同时，随着国内消费者保
险意识的增强，对保险产品接
受程度的提高，目前这些让人
看起来觉得新奇的险种，在以
后可能会变得平常。从这个
角度上来讲，各家公司推出新
险种，对丰富保险市场有积极
的作用。

但是，当过多的“创新”变
成简单复制，更换一个噱头与
合作平台，“换汤不换药”，便
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消费者也
会出现审美疲劳。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保
险要创新，最重要的是让保险
回归本质，通过对用户的了
解，找到触发保险需求的场
景，通过场景来倒推保险的产
品和责任。比如快递延误险
（双十一快递）、貌美如花险
（整形失败险）、专车安全险等
关乎衣食住行的需求，与消费
者是息息相关的，通过体验场
景重现，实时化满足消费者的
真正需求，符合用户体验。

“堵车险”横空出世 河南一周卖出15000份

充电宝及手机爆炸险 最高赔20万元

产品创新应回归保险本质

12月 9日，2015年度
“香港公司管治卓越奖”颁
奖典礼上，中国人寿荣获本
年度“公司管治卓越奖（主
板公司）”，这也是中国人寿
继2007年获首年公司管治
卓越奖后，第二次摘得该奖

项。本年度共有20家在港
知名上市公司角逐该奖项，
中国人寿最终荣获此殊荣，
体现出资本市场对中国人
寿的高度认可。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宋歌）

日前，“2015年度全球
商业人物”50强榜单发布，
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马明哲博士名列第18
位。中国今年共有四名企
业家上榜，“三马”均在其
列，除马明哲排名第18位，
马云和马化腾分别位列第

25位及第27位。中国平安
在2015年第三季度单季净
利润同比增长 32%，主办
方认为，中国平安创始人马
明哲巧妙把握了中国中产
阶级的崛起。F（记者 席
韶阳 通讯员 范斌华）

12月3日，新华保险推
出柜面预约服务，客户可以
在新华保险官网自主选择
办理业务的柜面和时间，预
约成功即可享受临柜优先
办理的贴心服务。客户申
请预约仅需三步，登录新华

保险官网，录入投保人姓
名、手机号、证件号等个人
基本信息；选择预约柜面、
时间和服务项目；最后点击
提交即可完成申请。F(记
者 席韶阳 通讯员 徐燕）

日前，泰康人寿与天士
力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并成立“天士力大健
康产业基金”。该基金由泰
康领投，各合伙人合计认缴
出资50亿元人民币。该基
金将围绕大健康产业生态
圈的建设，主要投资领域包
括：康复和专科医院；与制

药产业紧密相关的医疗设
备公司、医疗器械公司、重
大疾病诊断公司；具备上游
资源的中药材加工和商贸
企业，具备品牌优势的健康
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企业
等。F(记者 席韶阳 通讯
员 赵亚玲）

近日，农银人寿河南分
公司启动了以“大力弘扬法
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月活
动。12月4日，全国法制宣
传日当天，农银人寿河南分
公司组织两场专题培训，强

化员工合规观念，培养依法
合规专业经营团队，为客户
创造价值，为公司各项业务
健康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郑杰 仇泽选）

据悉，12月23日，太平
人寿将在全国推出新产品

“太平畅享世家两全保险
（分红型）”，该产品是针对
中高端人士开发的又一款
专属理财型保险，通过资金

安全、收益稳健、终身成长、
财富传承等多重优势，为客
户从多个维度打造一个舒
适的金融空间。F（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康平）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
荣登2015年度全球商业人物第18位

新华保险柜面预约服务功能上线

泰康领投天士力大健康产业基金

中国人寿 获年度“香港公司管治卓越奖”

太平人寿 将推“畅享世家”理财型保险

河南农银人寿启动法制宣传月活动

那些“奇葩险”，你知道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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