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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周刊 B07

■金融大讲堂

买保险不能隐瞒病史
■金融快讯

中国银行推出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用卡

近日，保监会发布 2017
年 1-10 月保费数据，前 10
月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8589.6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37%；寿险公司原保险保
费收入 23799.04 亿元，同比
增长 22.05%。从数据来看，
国人购买保险的热潮日益升
温。而关于购买保险的各种
“知识技巧”，也日益受到民
众关注。其中，关于“隐瞒病
史买保险”的问题，虽被保险
人不断广而宣之，但仍是有
不少人心存侥幸。
在购买重疾险、医疗险这
类健康险时，投保人通常会被
保险公司要求对自身健康状况
进行“如实告知”。因为有些慢
性或者常见病不在保险范围之
内，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有些

人为了得到保障，选择了隐瞒
病史，这无疑是在掩耳盗铃，一
旦出险，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
被动的局面。
有部分保险人在发现病
情后，对保险公司隐瞒病情，
有可能侥幸拿到保单，以为拿
到保单，以后就可以和保险公
司死磕了。但这种想法无疑
是在铤而走险。因为根据保
险的规定，如果投保人违反了
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受到损
害的一方，按民事立法规定可
以此为由宣布合同无效，或解
除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约定的
义务或责任，甚至对因此而受
到的损害还可要求对方予以
赔偿。这里所谓“最大诚信”
也就是说当事人真诚地向对
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保

险的所有重要事实，不允许存
在任何虚假、欺骗、隐瞒行
为。而投保人在明知自己出
现病情的情况下，选择不告
知，其实就是“违反了保险的
最大诚信原则”。
虽然你在购买时，可能会
拿到保单，但是，保险公司的
病史核查其实是在出险后才
开始的。据了解，保险公司是
可以查出每个人在医院的看
病记录的，简而言之，但凡你
在医院里已经查出了有某病
史后，保险公司在出险后的调
查中，是会大概率发现你的隐
瞒。届时，保险公司将会是完
全合理、合法地进行拒赔。因
此，侥幸心理不可有。既然想
要享受保险的福利，就要认真
按照规则做事。

数据库

一周开放式基金回报排行

其他市场行情

股票型基金

人民币外汇牌价

（招商银行报价）

基金
简称

单位
净值

近一周
净值增长率

近6 月以来
净值增长率

招商沪深 30
鹏华地产分级
中融中证银行
天弘中证银 A
南方银行 ET
天弘中证银 C
南方银行 ET
招商中证银行
易方达银行分
华安中证银行

0.7960
1.1370
0.9500
1.1521
1.0386
1.1445
1.0367
1.0650
0.9900
0.9231

1.79%
1.34%
1.06%
1.06%
1.06%
1.06%
1.05%
1.04%
1.04%
1.04%

5.43%
11.80%
15.29%
17.72%
--17.57%
--17.16%
16.84%
15.82%

（工商银行报价）

贵金属价格

债券型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稳健回报
华泰柏瑞稳 A
新华惠鑫债券
华泰柏瑞稳 C
博时宏观债 C
博时宏观债 A
新华丰利债 A
新华丰利债 C
博时天颐债券
广发中债 7-

交易币种 卖出价位 现汇买入价 现钞买入价
英镑
891.5500 884.4500 856.4800
欧元
786.2900 780.0300 755.3600
瑞士法郎 673.6800 668.3200 647.1800
美元
663.0500 660.2100 654.7900
澳大利亚元 525.4300 521.2500 504.7600
加拿大元 506.8000 502.7600 486.8600
新加坡元 492.9400 489.0200 473.5500
港币
84.8200 84.4800 83.8900
日元
5.8963 5.8493 5.6643
计算截止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 21：43

单位净值
1.1970
1.2910
1.0282
1.2690
1.1490
1.1560
1.0444
1.0395
1.1210
0.9316

近1周
1.10%
1.10%
1.06%
1.04%
0.97%
0.96%
0.90%
0.89%
0.72%
0.71%

近6月
-3.62%
2.14%
1.99%
1.85%
0.26%
0.43%
3.90%
3.68%
1.08%
-0.89%

计算截止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

品种
人民币账户黄金
人民币账户白银
人民币账户铂金
人民币账户钯金
美元账户黄金
美元账户白银
美元账户铂金
美元账户钯金

银行买入价
270.62
3.448
194.04
210.62
1272.500
16.1983
912.0000
990.000

银行卖出价
271.02
3.464
196.44
213.02
1274.300
16.2983
924.0000
1002.000

中间价
270.82
3.456
195.24
211.82
1273.400
16.2483
918.0000
996.000

计算截止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 21：44

近期，中国银行与中国移
动强强联合，推出“中银长城中
国移动信用卡”。该产品以卡为
载体，融合金融服务与通讯服
务优势资源，且叠加了多项增
值服务，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
追捧。
据悉，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
用卡是中国银行携手中国移动
共同倾力打造的一款明星信用
卡产品，除具有透支免息、存款
有息、分期付款等基本功能外，
还能畅享话费流量优惠，多倍积
分累计，同时提供跨境商旅等多
重权益，是一款极具实用性的信
用卡产品。该联名卡拥有全球通
与动感地带两种卡面。
中银长城中国移动信用卡还
为持卡人定制了丰富的通讯权

益。据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有关
业务人员介绍，持卡人通过专属
渠道进行话费充值，可专享最低
95折优惠；在每月 18日的移动
会员日，可通过中国银行微信公
众号或中国银行缤纷生活 APP
以最低 5折抢购百元话费券。同
时，根据所申请的卡产品类型，新
客户持卡人满足消费条件后还可
获赠 1G流量包或者咪咕视讯月
卡一张。
此外，持卡人也可享受分期
轻松购、现金分期折扣等优惠。该
信用卡还特别针对商旅人士设计
了特殊权益。例如，持卡人每季度
消费达标，即可获赠至多 3次机
场快速安检服务；白金卡持卡
人更可独享境内消费 1.5倍积
分的特殊礼遇。

北京保协上线
“
保险服务链接库”

北京保险行业协会近日上线
了专 门 针 对 保 险 服 务 的 链 接
库——“e健保险”。消费者如有
保险个性服务需求时，可以通过
PC、手机浏览器等形式访问北京
保险行业协会网站或“北京保险”
微信公众号，检索“e键保险”服
务链接库，在业务类型处选择险
种类别等，便可以检索到自己需
要的服务资源。
由于假链接或广告链接的存
在，部分市民在使用大众搜索引
擎搜索保险公司或保险产品时容
易被其他非官方信息所误导，因
此“e键保险”，搜集了业内主流
保险公司及保险产品的官网、官
微等信息组成了一个专业、清晰

的小型数据库，以为广大保险消
费者提供一个可以集中搜寻、放
心搜寻公司互联网理赔创新服务
资源的行业网络平台，目前链接
库已有 73家公司。
随着互联网在各个产业的整
合，北京保险行业的互联网化也
在不断升级。据悉，2016年 12月
28日，北京地区已正式实施机动
车电子保单试点工作，2017年 9
月 28日，北京地区已正式启动
车险全流程电子化，为消费者提
供更便利、更快捷的投保服务。
截至 2017年 10月，北京地区各
公司累计签发交强险电子保单
467万张；商业险电子保单 430
万张。

养老产业正成为投资新风口

中国民生投资集团日前在上
海宣布成立“中民养老慈善基
金”，用以支持中国养老事业发
展。基金成立后，将帮助社区内需
要关怀的老年群体，因地制宜建
设“社区便民服务点”，组织“社区
养老志愿者服务队”定期上门慰
问，开展健康检查、社区助老、社
区老年优待日等公益活动，满足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地方国企也积极探索破解城
市养老难题。如上海地产集团与
万科、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成立
了医养服务运营商——
—上海申养
公司，提供涵盖居家养老、医养社
区养老、照护机构、长者公寓等多
种形式的养老服务，并将专业公
立医院嵌入养老机构，弥补了医
养结合运营短板。
上市房企亦开始布局养老板
块。如绿地控股 10月份发布康
养产业战略规划，计划投资 200
亿元、2年内在全国开工建设
100家康养居酒店，5年内在国
内外形成 500家连锁，并打通医

疗体检、旅居养老、健康保险等健
康产业上下游，对优质康养资产
推进资产证券化。
此外，复星等民营资本也开
始大举进军养老产业，如复星成
立大健康投资和运营平台——
—星
健，打造以社区健康服务、专业养
老、康复护理为核心的多产品线。
中民投董事局执行副主席李
银珩说：
“目前，各路资本的养老
平台基本以物业为入口、以金融
为手段、养老为核心，在北京、上
海等全国大城市率先布局养老服
务网络。”
据民政部公布的《2016年社
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
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
截至 2016年底，全国 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 2.3亿，占总人口
的 16.7%。国务院印发的《“十三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
系建设规划》预计，到 2020年，
全国 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到
2.55亿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
到 17.8%。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