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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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朱沙 陈东林 宋晨凤

“你千万不要因为学费和生
活费压力大而放弃深造，只要你
愿意读书，我们就一直资助你。”
这是2014年10月农行济南开发区
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李增义对山
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维族
学生帕孜丽耶·阿卜力克木的承
诺，而且这一承诺4年来不因该
行班子成员更换而中断。

帕孜丽耶出生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的
一个小山村，她是不幸的，四岁
时便失去了爸爸，妈妈外出打

工，一直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
长大。而帕孜丽耶又是幸运的，
尽管家庭贫困，但在党的优惠政
策下，她获得了免费教育的机
会。自此，她不向命运低头，相信
知识的力量，刻苦学习，一步步
考出山村、考出县里、考到乌鲁
木齐市重点中学，最终考上了山
东财经大学，成为了一名工商管
理学院的学生。

2014年10月，正在山东财经
大学代收学费的农行济南开发
区支行员工被一位少数民族少
女所吸引，她远远地望着老师、
家长、同学们忙碌的身影，经询
问，才知道她叫帕孜丽耶，是一

位维族女孩，正在为学费忧心。
她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就在饮
料摊打工，早上吃点家里带来的
囊，午饭拿馒头泡水吃，晚上饿
了就多喝些水。就这样一个月，
她才攒出400元，距离学费仍是
千里之遥。

“不能让这个孩子因为学费
和生活费而不能完成学业。”农
行济南开发区支行党委成员不
约而同地说，他们自发地从每月
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充当帕
孜丽耶的学费和生活费。自此，
尽管4年来农行济南开发区支行
的班子成员换了人，但每年开学
的时候帕孜丽耶都能见到前来

送学费和生活费的开发区支行
领导，记者在开发区支行看到了
他们连续4年甜美的合影。

除了在物质上资助外，农行
济南开发区支行党委也十分关
心帕孜丽耶的思想和生活，他们
时常打电话询问她的学业，像家
长一样跟她的老师沟通。“我将
报考新疆国家公务员，我要把学
到的本领回馈社会、回报家乡，
将互联网化的经营方式、与时俱
进的思想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
理念带回去，促进家乡经济发
展，让更多的孩子健康成长。”即
将完成学业的帕孜丽耶憧憬着
美好的未来。

11月16日开盘，上海银行
(601229)跳空一字跌停，报15 . 41
元/股，当日有2 . 44亿资金净流
出。11月17日，上海银行又下跌
2 . 14%，报收15 . 08元。而上海银
行的发行价为17 . 77元，目前的
股价已大幅击穿发行价。对于
触发上海银行放量暴跌的主
因，市场一致认为是首发限售
股解禁，11月16日上海银行有
29 . 26亿股限售股解禁，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34 . 49%，是解禁
前公司流通股的3 . 75倍，解禁市
值达到500亿元，对上市公司股
价产生不小的压力。

上海银行股价下挫，带动
次新银行板块集体陷入调整，
张家港行(002839)、吴江银行
(603323)、杭州银行(600926)均大
幅下跌。

目前来看，解禁前后的次
新银行股表现都不佳，接下来
还有吴江银行(2016年11月29日
上市)、张家港行(2017年1月24日
上市)两家银行进入解禁期。多
数分析师认为，相对于大盘银
行股的低估值，上市次新银行
的市盈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随着限售股解禁潮的到来，
次新银行出现估值回归的概率
很高。

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认为，“一是金融监管政策
趋严，尤其是同业、理财业务监
管力度加强，中小银行依赖规
模增长的发展路径发生变化；
其次，次新银行上市之后出现
过几波爆炒，估值已经严重脱
离板块平均水平，如张家港行
上市之后最高涨幅超过400%，此
前的估值一度达到50倍，而大中
型银行的估值则不到10倍，这显
然不合理。” 于传将

上海银行跌停迎解禁

农行4年爱心接力 圆起维族学生求学梦

由此可见，无论从保障内容、
价格还是灵活性，纯消费型一年
期意外险都具有压倒性优势，返
还型意外险的不足之处如下：
劣势1：一般意外保额过低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返还型意
外险，百万保额仅仅保障的是公
共交通意外、自驾与乘坐意外。而
高空坠物、马路上行走遭遇车祸

等其他意外情况，赔付保额都非
常低。

我们看一下“太平洋安行宝
2 . 0增强版”的条款，这款百万意
外险的基本保额和一般意外保额
相同，都是只有10万元。如果买了
类似的百万意外险，发生如下一
般意外情况：高空坠物、马路行走
被撞、意外溺水、烧伤烫伤、动物

“百万畅行”值得拥有吗？
□记者 于传将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要买
的保险无非意外、医疗和重疾。而
这些险种里，意外险是购买门槛
最低的，对于投保人的限制最少。

由于意外险市场需求极大，
各家保险公司都开发了很多产
品，也就造成了产品鱼龙混杂。
另外由于国人喜欢储蓄的心理，
返还型意外险备受青睐。今天我
们就来分析下返还型意外险到
底值不值得购买。

返还型意外险是相对于消
费型意外险来讲的，两者的差别

为：返还型意外险保障时间为30
年，到期返还110%-120%保费；消
费型意外险保障时间为1年，到期
无任何返还。

返还型意外险的满期返还
功能一直是其最大卖点，保险公
司的营销话术叫做“不花钱买保
障”，而且续保简单，不需要每年
购买，银行扣费即可。真的有这
么美好吗？下面我们挑选出三款
比较有代表性的返还型意外险
进行对比。为了方便直观比对，
我们还加上了纯消费型的一年
期意外险。

具体保障见下表：

咬伤、失足坠亡等一般意外情
况，这种返还型的百万意外险
只能赔付基本保额，也就是只
能拿到10万元的基本保额。

而保险公司通常是这样进
行产品宣传的：

其实看起来无所不能的返
还型百万意外险，实际上只有
在特定场景发生的意外身故/
全残，才能获得100万元保额。
而对于更常见的一般意外情
况，仅能获得10万元的保额。而
纯消费型一年期意外险，大部
分都是所有的意外情况都涵盖
的，所以在保险责任方面返还
型意外险有较大劣势。
劣势2：没有意外伤残保障

意外险和其他所有保险不
同，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伤残保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
的伤残，意外险会根据鉴定后
的伤残等级，按照比例赔付。

根据残疾赔付规则规定：1
级伤残，赔付保额的100%；2级
伤残，赔付保额的90%；3级伤
残，赔付保额的80%；4级伤残，
赔付保额的70%；5级伤残，赔付
保额的60%；6级伤残，赔付保额
的50%；7级伤残，赔付保额的
40%；8级伤残，赔付保额的30%；
9级伤残，赔付保额的20%；10级
伤残，赔付保额的10%。

假如交通事故造成一条腿
截肢，鉴定后属于5级伤残。如
果投保一年期100万元意外伤
害保险，可赔付100万元*60%=
60万元。

不过上述情况只是针对普
通的意外险，我们看下返还型
意外险条款中，是如何表述的。

下面以平安人寿“百万任我行”
为例，公共交通意外全残或身
故保险金：被保险人以乘客身
份乘坐客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
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
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造成成
本主险合同附表所列的“全残”
的，除按第三项给付意外全残
保险金外，我们还按20倍基本
保险金额给付公共交通意外全
残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我们可以看到，赔付的标
准仅仅是针对意外身故、意外
全残，而对于还没有达到全残
程度的伤残，是没有保障的。这
就是返还型意外险的第二个劣
势，只有意外身故、全残才能获
得百万级的赔付，而对于大部
分情况下没有达到全残级别的
伤残，其保障为0。
劣势3：储蓄作用很低

相信很多投保人是被返还
型意外险的储蓄功能所吸引，
也就是满期之后的120%保费返
还。我们看一下保险公司的宣
传文案：

以人保寿险“百万畅行”为
例，经过测算30年后110%保费
返还，每年年化收益不足1%。
而我们知道现在银行一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都有1 . 5%，而每年
的实际的通货膨胀至少在5%。
每年多交的钱，从经济角度上
来讲都是亏的，交的越多，亏的
越多。

即使我们每年购买一次一
年期消费型的意外险，把剩余
的钱存在银行里，最终的收益
也会比购买返还型意外险收益
高。此外，比较实用的意外医
疗，大部分返还型意外险都是
没有的，而且这种长期合同缴
费金额和保额都相对固定，后
期调整起来也不方便。

我们一直建议大家保障归
保障，理财归理财，无论意外险
还是重疾险，最好不要购买兼
顾保障和理财两种功能的产
品，一般来讲，这些产品无论是
保障还是理财都有很大的缺
陷。“不花钱买保障”，只是看起
来很美而已。

2017年市场热销返还型意外险对比分析

公司 人保寿险 平安人寿 太平洋人寿 安心保险

产品名称 百万畅行
百万任我

行（2017）

安行宝2.0

增强版

小米

意外险

投

保

要

求

投保年龄 18-60岁 18-55岁 18-60岁 18-65岁

职业类别 1-4类 1-4类 1-2类 1-3类

保障时期 30年 30年 30年 1年

一

般

意

外

意外身故/全残 10万 5万 10万 100万

意外残疾 / / / 100万

交

通

意

外

自驾与乘坐意

外身故/全残
200万

100万

假日200万
100万

同一般意

外

公共交通意外

身故/全残
100万 100万 100万

同一般意

外

航空意外 200万 100万 100万
同一般意

外
其

他

保

障

疾病身故 160%保费 5万
160%

保费

突发疾病
50万

意外医疗 / / / 5万

满期返还 110%保费 110%保费
120%

保费
/

交10年，保30年
交1年

保1年

18岁 3400 1699 2000 299

30岁 3400 1699 2000 299

40岁 3700 1699 2000 299

保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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