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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
大银行，可以堂而皇之地卖出
几十亿的“假理财”。在金融消
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
的金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
财、个人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
为我们金融生活的一部分，朝
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越
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增。银
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收益
缩水、存款变保险、贷款捆绑理
财产品、保险理赔难退保难、证
券投资陷阱、基金收益变脸等新
闻不时见诸报端，为我们的金融
生活涂抹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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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传将

号称新华人寿“战略转型之路的里程碑”的“多倍保障重大疾
病保险”(简称“多倍保”)正在火热销售，官方将其定义为“多倍保”
解决了“重大疾病理赔一次，合同就终止”的需求瓶颈，不仅迎合了
居民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将引领国内寿险业新一轮的产品
升级。

据悉，新华人寿“多倍保”是一款重大疾病多次赔付的重疾险
产品，号称“交1份保费，获得7倍保障”，是“国内首款保障病种超多、
赔付倍数超高、保障期限超长的重疾险产品”。

事实上，这款产品真的有保险公司宣传的那么好吗？我们来具
体分析一下。先看一下新华人寿“多倍保”的保险责任。

新华人寿“多倍保”将重大疾病(共70种)和轻症(共50种)分为了5
组，每组都包含了一些重大疾病和轻症。每组所有疾病(包含重大疾
病和轻症)累计给付的疾病保险金不能超过所对应的限额，也就是
上表中最后一列的限额。

大部分消费者都被这个产品复杂的分组赔付条件绕晕了，简
单概括如下：

⑴每组以赔付限额为限，如果先赔付了轻症，得了重大疾病还可
以赔付，但是不能超过总限额。这样的话，其他组先赔付了轻症(保额
的20%)，再得了重大疾病，只能赔付保额的80%，并且本组的所有疾病
责任终止。如果先赔付了重大疾病，本组所有疾病责任终止。不过第
一组是个例外，总赔付限额是保额的300%，不受以上限制。

⑵如果先赔付了恶性肿瘤，那么再次得恶性肿瘤或者第四组
重大疾病(与主要器官及功能相关的疾病)，两次重大疾病确诊时间
需要间隔5年才能赔付。

⑶如果已经先赔付了重大疾病(恶性肿瘤除外)，再次得了重大
疾病，两次重大疾病确诊时间需间隔1年以上，才能再次赔付重大疾
病。不过，目前市场上的主流重疾多次赔付保险产品的间隔期只有
180天。

⑷如果85岁之前已经赔付了轻症，那么85岁之后再得了重大疾
病就只能赔付基本保额减去轻症赔付的保额，同时合同终止。如果
85岁之前已经赔付了重大疾病，那么到85岁时合同即刻终止。目前
市场上其他的主流重疾多次赔付的产品均无此项规定。

通过以上的分组以及限额的设置可以看出：该产品设计过于
复杂，虽然名义上重大疾病最多可以赔付7次(恶性肿瘤最多可以赔
付3次)，但一个人得了两次以上重大疾病并且不致死的概率极低。
所以赔付7次只是噱头，何况多次赔付之间还有时间间隔，以及年龄
限制(85岁)。

另外，记者注意到新华人寿“多倍保”的保费豁免要求也极为
苛刻，该产品是按照累计赔付金额来豁免后期保费的，只有累计赔

付金额达到了基本保额才能豁免后期保费。也就是说只得了轻症
是无法豁免后期保费的，因为轻症每次只赔付保额的20%，只有赔
付5次才能达到豁免标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得了至少一次重
大疾病，才能豁免后期保费。

关于身故责任，新华人寿“多倍保”的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身
故，赔付所交保费的1 . 1倍；等待期后赔付保额。如果确诊罹患列明
的骨癌、白血病等6项特定严重疾病，除了能赔付保额，还能额外赔
付保额的20%。

此外，新华人寿“多倍保”的最高投保年龄仅为50岁，交费时间
最长仅为20年，没有医疗绿色通道服务，比业界主流产品有明显短
板。那么，其性价比到底如何呢？

通过上图对比我们发现，新华人寿“多倍保”的性价比并不高。
综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新华人寿“多倍保”重大疾病最
多赔付7次，更多的是一种营销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华而不实。市场
上重大疾病可以2次赔付或者3次赔付的产品更加实用，而保费又较
为便宜，这样在支出相同保费的情况下，可以购买到更高的保额，
而且可以享受到同样的保障责任。

我们知道，重疾险是补偿收入损失的，所以保费相当的情况下
一次性能够拿到最大保额是性价比最高的。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
多次赔付加一款消费型单次赔付的重疾险的组合方案更具优势，
比如天安人寿健康源(50万元保额)+百年人寿康惠保(30万元保额)，
组合保费和单买新华人寿“多倍保”(50万元保额)的保费相当，既有
了多次赔付的保障，保额又增加了30万元。

(本文仅比对保险产品优劣，不构成产品推荐)

□记者 于传将
□通讯员 朱沙

9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山
东省分行“见微知著”微党课竞
赛在济南市举办。经层层选拔推
荐，来自各二级分行和省行本部
的17名选手参加了此次竞赛。

农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益虎介绍，微党课是创新党
员教育的新载体，引导广大党员
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由

“我听讲”变为“听我讲”，是增强

党员意识、激发党员荣誉感和自
豪感的有益尝试，是提升党员主
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生
动实践。

据了解，农行潍坊分行党委
创新推出“微讲堂”，摒弃以往单
向灌输的教学模式，不管是支部
书记还是普通党员都能成为授
课老师。“微讲堂”的讲课也不拘
于形式，更注重在相互讨论中增
长知识，增强党性。此外，学习内
容也涉及到各条线的专业工作，
在注重个性化发展、专业知识培

训、综合素质培养的基础上进行
系统整合，编制“党员成长计
划”，将微讲堂和党员发展相结
合，以达到党员自我教育、自我
成长、成为组织助力的目的。

为方便党员学习，农行潍坊
分行宣传推广基层党建“微讲堂”
专刊，每期发布党建知识、“两学
一做”学习动态、党员风采等内
容，党员可以随时随地阅读学习，
起到了“口袋书”的效果。该行机
关党员赵骏说：“微讲堂专刊发布
的内容都是精选出的各类党建宣

传文章，为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提
供了学习的指南和指明了工作的
努力方向。我还经常把部分精彩
内容转发到朋友圈中，希望身边
的同事和亲友也能学思践悟，从
这里得到教育、帮助和启发。”

农行山东省分行通过在党
组织生活中加入微党课，改变了
以往政治学习枯燥、乏味、单向
传播的教育模式，使党员学习形
式多样、效果明显。“见微知著”
微党课竞赛开展以来，该行各级
党组织积极响应，精心安排部
署，层层组织发动，广泛宣传推
进，增强了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

山东农行微党课实现常态化

编者按：保险作为专业的金融产品，不仅产品种类繁杂、条款晦涩难懂，而且推销话术套路满满。如何在众多的保
险产品里去伪存真？为此，我们逐期解读目前市场上热销的保险产品，揭开层层华丽的面纱，扒一扒它们究竟是实至
名归的“保障旗舰”，还是虚情假意的“敛财工具”。今天分析的是新华人寿正在热销的“战略转型之路的里程碑”产产品

“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

一张保单多重保障？
新华人寿“多倍保”看上去很美

浦发银行侵权遭起诉

日前，浦发银行被著名主
持人马东起诉，并被索赔320万
元。马东发文称浦发银行未经
允许擅自使用其肖像、姓名，
对其信用卡新产品进行广告
宣传。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
此案。

马东方面称，浦发银行信
用卡中心于2017年3月30日在其
新浪微博(账号名称：“浦发银行
信用卡中心”)发布微博，文字内
容为：“浦发美运白金卡升级版
出炉，免年费再等你一年#别说
你不知道神卡哦#”，同时用作
配图的宣传海报中擅自使用原
告的肖像和姓名，通过编辑、合
成的技术手段将原告肖像与浦
发银行、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
的产品刻意地拼接结合，并配
以文字介绍“奇葩说著名主持
人马东向你推荐浦发美运白金
卡升级版”。

马东方面认为，浦发银
行、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未经
马东许可擅自使用其肖像和
姓名，利用马东的肖像、姓名
及所附商业价值，对其信用卡
新产品进行宣传与销售，其误
导公众、造成原告代言假象的
主观恶意及商业盈利目的明
显，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肖像
权、姓名权等合法权益。

马东方面还称，该宣传海
报中甚至编造了一段原告从未
表达过的语句，称“大家喜欢看
我的节目，据说是因为我喜欢
自黑，其实关于黑我的确偏爱
很多，例如这张卡就够好！”该
条微博内容在新浪微博平台被
大量转发、评论，众多网友认为
原告也在使用该产品，已经构
成了原告代言合作的误认。

澎湃新闻

“多倍保”重大疾病和轻症的分组及赔付标准
保险公司 信美人寿 新华人寿 天安人寿 百年人寿

产品名称
i健康多重保

疾病保险
多倍保

健康源

（优享）
康惠保

投
保
规
则

保障期间 终身 终身 终身 终身

投保年龄 30天-70岁 0-50岁 28天-60岁 0-55岁

缴费年期 最长30年 最长20年 最长20年 最长30年

等待期 90天 90天 90天 90天

轻
症
保
障

疾病种类
轻/中症：75种，

5组
50种，5组

50种，

不分组
30种

赔付保额
轻症：10万，

中症：25万
10万 15万 12 . 5万

赔付次数
轻症：21次，

中症：8次
22次 5次 1次

给付类型
赔付后重疾

保额减少

赔付后重疾

保额减少

赔付后重疾

保额不变

赔付后重疾

保额不变

重
疾
保
障

重疾种类 75种，5组 70种，5组 105种，5组 100种，不分组

重疾赔付 50万 50万 50万 50万

赔付次数 7次 7次 4次 1次

间隔时间 间隔1-5年 间隔1-5年 间隔108天 无

其
他

轻症豁免保费 有 有 有 有

投保人豁免 / / 有 /

身故责任 有 有 有 有

保费测算 以男性、50万元保额、20年缴费为例
男性、50万元保

额、30年缴费

0岁 6710 8600 4535 2200

30岁 15140 17400 11985 6100

组别
重大疾病

（共70种）

轻症

（共50种）
给付限额

癌症 1种 2种 100%基本保额*3

与心血管相关的疾病 15种 13种 100%基本保额

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 19种 14种 100%基本保额

与主要器官及功能相关的疾病 27种 13种 100%基本保额

其他严重疾病 8种 8种 100%基本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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