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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风险高 买保险要谨慎
滑雪爱好者：保险种类不一选择需看好条款
眼下正值寒冬，滑雪成为热门活动，因危险系数较高，后续赔偿也成焦点。 北京晨报记者调查发
现，滑雪保险市场混乱，保险种类不一，目前国内各大滑雪场出售的保险主要以公共责任险和人身意
外险为主，但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存在不理赔的情况。 资深滑雪爱好者表示选择保险需谨慎，看好
条款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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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昏厥
售票员帮忙送医

门票不含保险现场无处买

近日，市民曹先生一家前往
北京军都山滑雪场滑雪，因曹先
生刚接触滑雪运动不久，并不了
解滑雪保险事宜，在购票时也未
询问门票是否包含保险。在滑雪
过程中，曹先生不慎把脚扭伤，这
时曹先生才想起查看是否含有保
险。询问之后才得知并不包含，
“买票之初没想到这个问题，工作
人员也没有提醒，我一直以为这
样的高危运动应该包含保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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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北京晨报记者走访北京军
都山滑雪场，工作人员表示门票
内不包含保险，现场也并没有购
买保险的地方，工作人员称：“我
们不卖保险，如果游客需要的
话，只能自行在保险公司购买商
业险。”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提
醒记者，保险需提前一天购买，
次日才能生效，“ 如果您今天购
买，今天出了事故是不能赔的。”

北京晨报热线新闻（记者
田杰雄）

很多游客听到工作人员解释之
后，只得“无险”滑雪，“之前以为
这样的运动现场肯定有卖保险
的，都没准备就来了，没想到需
要提前一天购买，现在只能小心
点滑，别出事就好。”前来滑雪的
张先生说。
记者发现，北京石京龙滑雪
场也是如此，工作人员称需要游
客自行购买商业险，滑雪场不
负责。

所含险种非万能出事不保赔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雪场门
票都不含保险，有些滑雪场门票
内含有保险，保险类型一般为公
共责任险。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230元的
门票内包含保险，
“公共责任险理
赔额较低，最高只能赔付 2万元，
但也是滑雪的一种保障。买门票
时就会给大家一张协议，当场签
字即可。”北京南山滑雪场也是如
此，门票包含公共责任险。
但是，并不是含了保险就万
事大吉。此前刚接触滑雪运动的
康女士跟记者说，
“我们知道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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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险的运动，所以买票时特意问
了下工作人员，他们说有，当场还
签了协议。”于是康女士就放心游
玩，没想到康女士在滑雪的过程中
出现了事故，摔伤了腰，想起保险
的康女士打算走理赔程序，但被
告之她的情况不在理赔范围内。
“我们也不懂保险，以为滑雪场给
上了就放心了，谁知道理赔还有
限制条件。当时也没具体跟我们
说，要知道这不是意外险，我们就
自己买了。”康女士气愤地说。
记者调查发现，公共责任险
主要承保被保险人在其经营的

地域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或其
它活动时，因发生意外事故而造
成他人（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
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中国太平洋保
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关先生跟记
者表示，公共责任险在一定条件
下游客才可得到赔偿，比如因滑
雪场设施缺陷或是滑雪场管理
不善等造成的伤害事故，而游客
在滑雪过程中自己摔伤或是被
人撞伤发生意外等，滑雪场不认
为自己有责任时，游客便较难获
得保险赔偿。

部分商业险理赔条件苛刻

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些滑雪
场现场可购买保险，北京雪都滑
雪场、北京云居滑雪场、北京万龙
八易滑雪场等均可在现场购买滑
雪保险，但每个雪场的保险类型
又有很大不同。
北京雪都滑雪场工作人员表
示，购买门票的同时可自行选择
保险，意外伤害险和意外医疗
险，价格也不等，“ 保费为 5元、
6元、12元三个档。”在记者询
问下，工作人员称：“ 5元的意外
伤害险最高能够理赔 10万元，
■提醒

意外医疗险最高理赔 2万元，6
元的保险分别为 20万元和 3
万，12元的 保 险 是 30万 和 5
万元。”北京云居滑雪场工作人
员称，此处只有 10元的意外伤
害险。
但记者发现，多家保险公司
的意外险都将滑雪等高危运动
列入“免责条款”，如果因滑雪造
成意外伤害，不在赔偿范围之
内。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关先生告
诉记者，滑雪、跳伞、探险、潜水
等高危活动均不在综合意外险

保障范畴内，游客在自行购买保
险时须看清条款，否则容易出现
不予理赔的现象。关先生表示，
保险公司提供的意外险包括两
个方面意外伤残险和意外医疗
险，“ 伤残险只有在滑雪过程中
出现国家规定的伤残标准才能
得到理赔，游客在购买时也需注
意。”关先生还称，有些滑雪场销
售的意外伤害险价格比较低，一
旦投保人受伤，保险公司都会赔
付，但不是全额赔付，有最高上
限，且理赔时还要缴手续费。

看清条款再购买

资深滑雪爱好者王先生称，
如果为自己安全着想，要有更好
的保障可购买商业保险以防万
一，“如果爱玩滑雪的朋友可购买
1年保约的意外险，里面高危运

动也都包括在内，我们经常玩的
就是买长期的，价格几百元。如果
是偶尔滑雪的朋友可以买滑雪当
天有效的保险。但一定要看清保
险里面的内容，什么类型的能够

理赔，什么类型在免责条款内。”
王先生也提醒，此类商业保险需
要提前购买，当天购买并不能及
时使用。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李傲

1月 10日中午，北京
公交集团客运六分公司 842
公交车在行驶至瓜乡桥附近
时，车上一位老人突然昏厥，
司机和售票员迅速停车拨打
120急救电话。救护车赶到
后，售票员韩素燕跟随昏厥老
人赶到医院，一路帮助联系老
人家属，直到老人众多家属赶
到后才悄然离开现场。昨日记
者从老人外甥处得知，老人因
低血压昏厥，事发当晚已出
院，身体暂无大碍，家属对公
交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当时我们的车从西胡林
站发车，到了薛营站时，我看
到正坐在车后门边有个大爷
从靠窗位置挪了出来，说自己
不舒服。”842路公交车售票
员韩素燕告诉北京晨报记者，
1月 10日中午 12点半左右，
她看到车上一位大爷脸色不
对，便上前询问，
“一开始我还
以为他是晕车，当时人已经不
太能说得上话，我就赶紧给老
爷子递了一个塑料袋。”但没过
一会儿，公交车行至瓜乡桥附
近，发现大爷已近乎昏迷状态，
韩素燕马上联系司机蒋德才停
车，向车队汇报后，便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后来由于医护
人员提出需要有人陪同，我就
跟着大爷上了急救车，公交司
机蒋师傅继续行程。”

“后来我在 120上通过
114拨通了庞各庄镇政府的
电话，这才辗转联系到老人所
在村落的负责人转告了此
事。”到了医院后，韩素燕便接
到了老人家属的电话，但她也
没有着急离开，而是帮助老人
挂号治疗。约 20分钟后，老
人的外甥赶到现场，又等到老
人的儿子、老伴儿到达后，韩
素燕才离开医院。
昨日中午，记者联系到老
人的外甥谷先生，老人由于低
血压昏厥，身体已无大碍，当
天晚上出院。“售票员跟着忙
前忙后辛苦了半天，后来看到
家属都到了才悄悄离开。”
线索：辰先生
公交客运六分公司 / 供图

登山被困
三口之家感谢消防救援
官兵火速赶赴现场，携带担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康佳
架、绳索等器材上山，一路是
通讯员 饶继猛 陈文雄）1月
8日，家住河北燕郊的栾先生 散落的碎石、丛生的灌木。据
一家三口带着对北京消防官 中队长赵连江介绍，当日的
兵的感谢来到密云区公安消 救援十分艰难，尤其是扛着
防支队古北口中队，对消防官 担架下山的时候，路特别不
兵将其从深山成功救出表示 好走，为确保救援不发生意
感谢。原来，去年 10月 22日 外事故，7名官兵轮流上阵，
下午，栾先生一家三口在雾灵 4人扛担架，3人负责保护，
西峰登山，他不慎摔伤，密云 成功将伤者救下山。
区公安消防支队古北口中队
被救下山后的栾先生第
一时间被 120送到密云区医
出警赶往救援。
“说起当天的被困经历， 院进行检查，当时诊断为左腿
多亏了消防官兵们，当时山 骨折，4天后做了手术，随后
上人少，天色也晚了，如果不 在医院进行了 1个月的住院
是消防官兵及时救援，真不 治疗，目前仍处于恢复期。其
知道会怎样。”栾先生回忆 间，栾先生曾多次致电给当日
说。“他动弹不得，孩子也很 指挥救援的中队长赵连江，表
害怕，我在旁边也惊慌失措， 示感谢。回到河北燕郊后，栾
干着急。”栾先生的爱人王女 先生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携
士想起当时的情景，到现在 一家三口来到密云区公安消
仍心有余悸。
防支队古北口中队，锦旗上
一家人被困后急忙报警， “深山救危奋勇当先救急解难
接到报警后，密云区公安消 不惧艰险”，写满了一家三口
防支队古北口中队 7名消防 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