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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力文

过去的一年，我省保险业继续把
治理理赔难和销售误导作为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通
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
护，维护诚实守信的行业形象。在

“3·15 消费者权益日”来临前，河南
保监局通报了 2017年度保险消费投
诉处理情况，去年河南保监局共接收
涉及保险公司的投诉 8587 件，其中
有效保险消费投诉 6628 件，同比增
长 19.32%。

合同纠纷类数量最多

通报显示，在6628件有效保险消
费投诉中，反映保险合同纠纷类投诉
数量最多，达6400件,占比96.57%，同
比增长19.11%；反映违法违规类投诉
228 件, 占 比 3.43% ，同 比 增 长
25.27%。转办至公司前撤诉4347件，
转办至公司后撤诉 457件，总撤诉率
为72.48%。

反映保险合同纠纷类投诉，2017
年河南保监局共接收 6400 件。其
中，涉及财产险公司 3265 件，占比
51%；涉及人身险公司 3135 件，占比
49%。

反映违法违规类投诉，2017 年河
南保监局共接收 228件。其中，涉及
财产险公司 9件，占比 3.95%，主要反
映拒绝承保交强险、拒不履行赔付义
务等问题；涉及人身险公司219件,占
比 96.05%，主要反映欺骗投保人、隐
瞒与保险合同有关重要情况等销售误
导问题。

财产险投诉集中在车险理赔

车险是国内财产险公司的主要
业务，业务规模占比较大。随着汽车
保有量逐年增加，车险涉及面广，车
险理赔仍是 2017年财产险投诉主要

领域。
2017 年，河南保监局共接收机

动车辆保险投诉 2981 件，其中反映
理赔纠纷的投诉 2237 件，占产险公
司投诉总量的 75.04%。主要反映车
险定核损和核赔阶段的理赔金额争
议，理赔时效慢、责任认定争议等问
题。

除机动车辆保险投诉之外，2017
年非车保险消费投诉增长较快，如农
业保险投诉 66件，同比增长 20%；短
期意外伤害保险投诉 139件，同比增
长297.14%。

人身险销售不规范问题仍突出

人身险销售仍不规范的问题在消
费投诉中也有所反映，2017年河南保
监局共接收对于人身险产品销售行
为投诉1411件，占人身险投诉总量的
42.07%。此类投诉主要反映夸大保
险责任或收益、隐瞒保险期限和不按
期交费的后果、隐瞒解约损失和满期
给付年限、承诺不确定利益的收益保
证、虚假宣传等问题。

人身险销售行为投诉中，涉及银
邮 兼 业 代 理 渠 道 592 件 ，占 比
41.96% ，涉 及 营 销 员 724 件 ，占 比
51.31%。

此外，人身险理赔纠纷投诉 857
件，占人身险公司投诉总量的25.6%；
退保投诉 282件，占人身险公司投诉
总量的 8.4%；承保投诉 257 件，占人
身险公司投诉总量的7.7%；续收服务
投诉 225件，占人身险公司投诉总量
的 6.7%；保全投诉 188 件，占人身险
公司投诉总量的5.6%。⑦1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员
边珂）为了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
益，3月15日，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发布
河南保险业2017年典型理赔事迹。

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万国华
表示，根据理赔案件的重大性、典型
性、理赔金额等相关信息，省行协经
过初选、网络投票、第三方评审团评
选等程序，最终确定2017年度典型
赔案 16 个（其中产险 9 个，寿险 7
个），网络投票最具人气赔案 2个。
彰显了河南保险业扶危济困，勇担
责任的精神，传递出保险业践行社
会责任的行业正能量。

产险典型理赔案例
1.人保财险承保某公司通用航

空保险，理赔金额2477.35万元。
2.太保产险承保许昌长葛某食

品园区财产保险一切险，理赔金额
1720万元。

3.平安财险承保大型客车的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
理赔金额240万元。

4.国寿财险承保三门峡灵宝某
金矿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
金额240万元。

5.阳光财险承保焦作某企业财
产综合险，理赔金额12700万元。

6.中华联合承保南阳唐河县花
生保险，理赔金额1380万元。

7.大地财险承保郑州某物业服

务公司的财产综合险，理赔金额
621.95万元。

8.中国信保承保某出口企业的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理赔金额3115
万元。

9.太平财险承保某企业建筑工
程一切险，理赔金额81.29万元。

寿险典型理赔案例
1.中国人寿承保某客户如意随

行、驾乘保，发生交通事故，理赔金
额105万元。

2.太保寿险承保某客户安行宝
两全保险，发生交通事故，理赔金额
230万元。

3.太平人寿承保某客户驾年华
意外福禄满堂，发生交通事故，理赔
金额242.3万元。

4.中英人寿承保某客户重大疾
病保险，理赔金额240万元。

5.恒安标准承保某客户女性特
定疾病保险，理赔金额85万元。

6.建信人寿承保某客户贷无忧
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理赔金额
723.4万元。

7.交银康联承保某客户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理赔金额213.35万元。

网络投票最具人气赔案
1.平安人寿承保少儿平安福提前

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理赔金额56万元。
2.新华人寿承保团体意外保险，

理赔金额50万元。⑦13

2017年度河南保险消费投诉热点公布
车险理赔和人身险销售问题较多

河南保险业发布2017年典型理赔案例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我省越来越多
的车主选择在网上买车险，正成为新的消
费潮流。3月18日，记者从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发布的通报获悉，我省“网上买车险”
大幅增加，2017年河南互联网车险保费
收入及同比增速均居全国省份前三。

根据通报，全国互联网车险保费收
入虽同比下降，但在财产险中仍为大头，
占比62%。从区域上来看，2017年互联
网车险业务在东部地区同比下降三成
多，但中西部地区互联网车险业务快速
发展，中部地区同比增长7.65%，西部地
区同比增长高达近38%。

通报表明，2017年互联网车险保费
收入位居前三的省（市、自治区），分别为
广东、浙江（不含宁波）、河南；互联网车
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位居前三的省（市、
自治区），分别为西藏、河南、广西。

这其中，河南省互联网车险发展势头
抢眼，保费收入及同比增速均居全国前
三，保费收入达21.72亿元，同比增速高达
177.64%。在全国重点城市中，郑州市
互联网车险保费收入及同比增速也双双
挤入前三，保费收入达11.08亿元，同比
增速高达511.38%。

这些数据表明，更多的河南车主选
择在网上买车险。对于已经比较标准化
的车险，通过这一便捷方式购买正成为
近些年来保险消费的热门选择。

通报还显示，2017年布局互联网财
产险的保险公司新增10家，共计70家。
互联网财产险的市场规模与去年持平，
但保费收入出现结构调整，车险保费收
入同比下降23%，非车险保费收入同比
增长80%。互联网财产险的市场集中度
明显下降，保费规模前三的保险公司同
比下降，但众安在线、泰康在线、易安保
险和安心保险四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
保费同比上升10个百分点。⑦13

2017年河南
“网上买车险”暴增
保费及增速均居全国前三

体育 责任编辑 李悦 黄晖

河南女足的逆袭之谜？
中超进入间歇期

建业获得调整良机

□本报记者 李悦

7∶1横扫内蒙古，1∶3不敌武汉，
生死战 2∶0力克山东，3月 17日在昆
明结束的 2018中国女子足协杯第一
阶段的比赛里，没有什么大牌球员的
河南徽商女足在不被人看好的情况
下，却意外地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上演

“逆袭”，依靠净胜球的优势挤掉山东，
拿到了一张晋级八强的入场券。

由于第二轮输给了拥有众多国脚
的武汉女足，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开战
前，河南徽商女足几乎已经站在了被淘
汰的悬崖边。而她们的对手山东女足，
在1∶0战胜武汉，5∶0击败内蒙古，已经
6分在手的情况下，只需要一场平局，
就可以凭借小组第一的身份顺利晋级。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河南徽商女
足仅仅用了 20分钟就让对手晋级的
美梦破灭。山东队的自摆乌龙，娄佳
惠的补射得手，再加上最后70多分钟
的顽强防守。原本出线形势一片大好
的山东女足，最终却因为一个净胜球
的差距黯然出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武汉与河南携手出线。

“韧性十足！”这是外界在形容河
南女足时，所给予的最多评价，而正是
凭着这种韧性，河南女足才会上演绝
地反击的好戏。实际上，这已经是河
南徽商女足在半年时间里第二次“逆
袭”了。就在去年11月份的女超升级
附加赛上，这支平民化的队伍就淘汰
了财大气粗的河北华夏，成功跻身中
国女子足球联赛的最高平台。其中，
河南女足三度落后又三度扳平，最终
点球获胜的冲超历程，就给众多业内
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作为河南队中最大牌球员
的娄佳惠也是球队屡屡能够“逆袭”的
关键，这位经历过北京奥运会的国脚，
是众多 95后队友眼中的依靠。冲超
决战中，两粒金子般的进球，足协杯上
最后时刻的关键补射，主教练和主力
射手一肩挑的娄佳惠，在最需要她的
时候，也绝对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

在顺利晋级足协杯的八强后，接
下来河南女足就将面临女超新赛季的
挑战，而作为一支新军的她们，也需要
更多的“逆袭”之战，在顶级联赛里站
稳脚跟。⑥9

娄佳惠（左）是河南女足能够“逆袭”的关键因素。 本报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李悦）上周末，中超
联赛结束了第三轮的较量，由于要为
中国杯赛事让路，联赛也将从 3月 19
日起进入两周的间歇期。对于近况一
般的建业来说，这十几天的时间，也给
他们留下了难得的调整机会，如何打
造新阵型，演练新套路，这是摆在塔拉
吉奇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心崇尚进攻的塔拉吉奇在接手
建业后，就宣称要给球队带来一些积
极因素。整个冬歇期，球队都一直在
围绕 442的阵型训练。只可惜，塔拉
吉奇的战术改革在首轮联赛就遭遇打
击，一场0∶4的惨败，让他不得不务实

地回到了 541的防守阵型。好在，接
下来的比赛，这位克罗地亚教练的运
气还不错，依靠对方门将的一次低级
失误，建业在第二轮主场全取三分，第
三轮做客广州，他们也只是以 0∶1不
敌卫冕冠军广州恒大。

不过，建业被动变阵的这两场比
赛，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其中，最为
严重的就是他们的攻击力太过羸
弱。尤其是上赛季球队的最佳射手
巴索戈，目前迟迟找不到进球的状态，
成为建业阵中的“不确定因素”，这一
问题也需要在两周的间歇期中尽快解
决。⑥9

3月 14日，河南校园足球讲师到
各地市对口指导工作在郑州师范学院
启动。在活动启动现场，河南省教育
厅体卫艺处处长、河南省校足办主任
郭蔚蔚表示：“河南校园足球 2015年
跋涉起步，2016年全面普及，2017年
创新发展，2018年，在省校足办第一
次例会上我们一致通过把它定义为

‘提质增效’年。今天我们要启动的校
园足球专家讲师团到各地市对口指导
工作活动，将是我们河南校园足球提
质增效年的一大创举。”

郭蔚蔚希望，讲师团到了各地之
后，重点指导各地市抓好校园足球普
及，主要放在足球教学落实、大课间的
设计和推广、校内班级联赛实施等工
作上。除此之外，当地讲师和裁判员
的培养工作也要落在实处。各地体也

要把“讲师团对口指导”这个资源充分
利用起来，秉承“育人为本，重在普及；
广泛动员，人人参与；夯实基础，逐步
提升”的校园足球理念，共同努力，把
各地市校园足球在现有的基础上再上
一个台阶。 （校足办）

一直关注足球事业发展的中国体
育彩票联合中央电视台共同发起的
《谁是球王》——“新时代”杯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大赛定于 3月启动，面向
全国的中小学足球队，分为小学组、初
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三个组别，赛程
分为海选、大区赛、南北分区赛、总决
赛4个阶段。比赛通过海选产生全国
32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进入大区赛，大区赛分
为8个赛区，进而产生全国8强。全国
8强再分成南北两个大区，通过预赛决
出前两名，进入到分区赛决赛。最终
由专家甄选出南北区最佳阵容进入总
决赛，决出最终冠军。我们期待着，足
球少年们在绿茵场上挥洒青春，点燃
激情，让我们一起为这些未来的足球
之星们喝彩加油！

作为体育事业的生命线，中国体
育彩票始终关注中国足球事业，特别
是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从保障高水平
后备人才训练，到鼎力支持校园足球，
回首青少年足球发展之路，一直有体
彩的默默奉献。

从2009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每
年从体彩公益金中拨出 4000万专项
资金，用于推广青少年足球、校园足
球，希望能借此挖掘更多青少年足球

新星，壮大国家足球后备力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体彩公益金

的投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中国教育报》今年 2 月发布的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发展报告
（2015-2017）》显示，2015年以来，全
国参加校园足球小学联赛的人次达
534.7 万，参加校园足球初中联赛的
人次达 276.13万，参加校园足球高中
联赛的人次达 165.35万，参加校园足
球大学联赛的人次达 27.90万。这些
竞赛锻炼了青少年的运动竞技能力，
提升了足球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
力，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这一项目的
魅力。 （彩文）

体彩携手“谁是球王”
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加油

专家团赴各地市指导校园足球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3 月 16
日，2018年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
作会议召开。今年郑州市计划培训
200名校园足球教练员，同时，还将聘
请一批专业退役足球运动员、优秀的
校园足球教练员对运动员进行专项
培训，为提高校园足球水平提供有力
支持。

2017年，郑州市创建全国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205所，已初步构建具有
郑州特色的校园足球教学、训练、竞
赛体系，被教育部设立为全国校园足
球改革试验区。

在 2017年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
赛上，郑州市第九中学获得高中男子
组亚军，河南省实验中学获得初、高
中男子组第三名。在2018年全国中
学生足协杯比赛上，河南省实验中学

获得高中男子组冠军、郑州市第二中
学获得初中男子组亚军、郑州市第九
中学获得高中男子组第四名、郑州市
第三十一中学获得高中女子组第四
名。

今年，郑州市将继续加大校园足
球的工作力度，将实现为每所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培养 1~2名持有 D级或
以上教练员等级证书的校园足球教
师、指导员的目标，着力提升校园足
球教师、指导员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综
合职业素养。

随着郑州市校园足球各组别参
赛队伍数目不断增长，2018年，在郑
州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小学特色学
校在3~6年级、初中特色学校在7~8
年级、高中在高一高二年级必须举办
班级联赛一次。⑥11

今年郑州计划培养200名校园足球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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