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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惠民保”还有必要买百万医疗险吗？

业内人士指出：适合三类人群购买，已购买商业险的无需重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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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 日，由

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广州开发区管委会指

导，平安健康承保的广州市首款市民专属

普惠型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广

州惠民保

（下称“惠民保”）

正式发布。据了

解，该款产品每年保费仅需49元，保额高

达100万，且产品不设等待期和健康告知，

进一步放松了“既往症”约定，较低的投保

门槛成为广大无法购买商业医疗险的人

的福音。不过，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免赔额

度较高， 产品仅作为一款补充型保险购

买，已购买商业医疗险的无需重复购买。

大幅降低投保门槛和投保限制

与市场上的其他百万医疗险不同，本

次惠民保的推出，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产

品超高的性价比。

以一名55岁的退休人士为例，购买市

场上某一款“百万医疗险”，在有医保的情

况下每年保费为1100元， 保额最高为600

万元

（

100

种重大疾病保额

600

万 ，一般疾

病及意外医疗保额

300

万）

，其需通过健康

告知和等待期

（因病住院的有等待期）

，若

过去两年内有住院记录或被要求进一步

检查、手术的则不能投保。

但是，在同样情况下，惠民保的保费

仅需每年49元， 就可享受高达100万元的

医疗报销保障，产品不限年龄、不限职业、

不限户籍， 只要有广州医保的均可购买。

保障范围包含了住院医疗费用以及15种

特定自费药品费用，报销部分扣除医保后

个人自付比例超过2万元的可获得报销，

最高赔付比例为80%。

值得关注的是， 惠民保还不设等待

期、健康告知，且针对“既往症”做出了“特

别约定”，大幅降低了投保门槛，这就为很

多因既往症而难以参保商业医疗险的投

保人带来了福音，而低廉的保费也让更多

下沉市场获得了医疗险的覆盖，受到了业

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作为一种政策性惠民保险来说，惠

民保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且这个保险的

保费较为便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均可以

接受，可以说是买一份安心。”一名业内人

士认为。

免赔额度大部分人可能用不着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若是已经购买

其他商业医疗险的市民，就可不必重复购

买惠民保了。

“惠民保的免赔额为2万元，即保障期

限内， 个人自付金额2万以上的部分由保

险公司报销80%， 最高支付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 这个免赔额实际上很多人都用

不着，因为一般来说扣除医保以后，很多

人的自付比例够不上2万， 除非是重特大

疾病。”千聊财商负责人王粤指出，如果市

民没有投保其他商业医疗险，可以投保一

个作为补充。

但是，若是在医保以外，已经购买了

商业医疗险的市民，就可以不必重复购买

惠民保了。因为一般商业医疗险的免赔额

一般只有1万，起付线比惠民保更低，且对

于赔付的总额，商业医疗险的上限将会更

高。 购买商业医疗险后，就可以覆盖大部

分重大疾病的住院医疗报销需求，市民无

需再重复购买政策性医疗保险。

记者了解到，虽然对“既往症”做出了

“特别约定”，但是惠民保并非是既往症均

可保障，在产品条款中还是对“既往症”做

出了具体约定：“被保险人在参保前如已

患如下重大疾病，并因此导致在保险期间

内发生住院医疗费用， 本产品不予赔付；

但其他保障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仍可

申请理赔。 ”

“实际上并非允许‘带病投保’，而是

对于带病投保的范围做出了适当‘松绑’，

相对于其他商业医疗险来说已经设定得

较为宽松，能够让更多被商业医疗险拒之

门外的人进行投保，是一大福音。”上述人

士进一步指出。

适合以下三类人群购买

业内人士指出，总的来说，惠民保的补

充保障特性还是非常值得认同的， 对于广

大市民来说，若是此前因年龄、疾病原因无

法购买商业医疗险的，可以趁机入手。

具体来说，惠民保适合以下三类人群

购买：一是年龄超龄无法购买“百万医疗

险”等商业医疗险的老年人；二是身体有

疾病无法通过商业医疗险“健康告知”的

人士；三是只有基本医保但不愿意投保商

业医疗险的人士。

随手记

上线无障碍

公益账本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

祥）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

记账理财 App 随手记宣布上

线国内首个无障碍公益账本，

并推出了语音记账功能， 帮助

视障人群使用手机记账， 从而

享受高效便捷的财务管理生

活。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视障群体

有 1731 万人， 其中 23.5%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 视障人

士无法享受互联网为生活及工

作带来的便利与乐趣。

据了解， 随手记 App 实

现了 支 持 VoiceOver、 Talk－

Back 等读屏工具， 帮助视障

人士轻松地进行记账。 用户只

需通过手机语音助手打开随手

记 App， 进入随手记 App 首页

后， 长按“记一笔” 按钮便可

切换到语音记账模式。 用户可

在语音输入状态下， 说出如

“早餐微信支付 6 元” 语音，

便可自动识别语音内容， 并将

流水精确分类到消费类别、 金

额、 账户等， 动动嘴便可轻松

记账。

今年 4 月， 随手记与腾

讯、 阿里巴巴、 百度等知名企

业作为代表案例被编入 《2018

中国信息无障碍实践案例汇

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根据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的监测数据， 全国房贷

利率上行趋势已经持续半年。 11月，全国

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53%， 环比上涨

了1个基点，为相应期限LPR

（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 即

10

月

20

日公布的

5

年期

LPR

报

价）

加点68个基点；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为5.85%，环比上涨1个基点，为LPR加点

100个基点。上涨潮持续半年后，不管是从

房贷利率上涨城市数量、银行数量，还是

从房贷利率涨幅上看，绝大部分城市的房

贷利率在11月份趋于稳定。

LPR下调暂未传递到房贷利率

11月20日，LPR第四次报价，5年期

LPR水平首降，根据“房贷新规”，全国房

贷利率下限随之变化为：首套房贷利率不

得低于4.80%， 二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

5.40%。在LPR下调前，部分城市基于房贷

新规的硬性下限标准，提高了房贷利率水

平， 进而带来刚需用户的购房成本提升，

市场观望情绪加大。 LPR下调后，之前受

新规影响较大的城市， 可能会有所下调，

以削弱此前房贷利率水平上调的影响。

然而临近年底， 多银行表示信贷额度紧

张，停贷银行的数量逐渐增加，预计年前

将会有更多银行暂停房贷业务，并于2020

年元旦后予以恢复。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金融

分析师李万赋表示，对于大部

分城市而言，LPR新机制改革

暂时带来的只是参考基准的

变化，实际利率水平主要还是

受当地调控政策的影响，并反

应在加点数上。在房地产调控

政策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前提

下，预计LPR的下调不会立即

反映到新增房贷的利率水平

上，再加上信贷额度的紧张情

况，年底前多数城市的房贷利

率将保持基本平稳， 短期内不受LPR刺

激。长远来看，5年期LPR下调有助于降低

刚需用户的住房成本，稳定房地产市场预

期。

20日之前合同属存量合同

据悉， 在银行的实际房贷业务中，房

贷利率的参考基准一般都以“放款日临近

LPR”为准，因此，才会有20日放款的用

户，房贷利率也跟着下调了5个基点。这并

不意味着11月20日之后的新用户，房贷利

率都能下降5个基点。原因在于：20日当日

放款的用户， 其合同签订在20日之前，属

于“存量合同”，加点数已经由合同固定下

来，因此其首次放款利率相较签订合同时

会下降5个基点。 但对于11月20日后签订

的新合同，银行可以改变加点数，其大框

架仍然是在满足当地房贷利率下限的基

础上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如果各地自律

组织制定的房贷利率下限未发生变化，

LPR下调后，很多银行可能会提高加点数

以保证实际利率水平满足下限要求或保

持利率稳定。

年前房贷利率大概率保持稳定

年底信贷额度紧张，LPR下调暂未传递到房贷利率

大都会人寿

助力“梯客”

挑战自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

晶 ）

12 月 1 日， 600 余名来

自世界各地的“梯客” 云集广

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奋力向着

垂直高度 530 米、 总阶梯数

3160 级的顶点奔跑。 作为国

际垂直马拉松系列赛合作赛事

指定保险赞助商， 中美联泰大

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连续五

年为国际垂马总决赛参赛选手

提供意外及住院医疗保险保障

和紧急救援服务， 助力“梯

客” 挑战自我。

此次总决赛， 大都会人寿

广东分公司共有 30 名来自广

州、 深圳、 佛山的员工和客户

选手参赛， 用实际行动共驭健

康寿命。

据了解， 去年 10 月， 大

都会人寿中国已率先推出健康

保障子品牌“360Health”， 携

手健康领域合作伙伴， 提供一

站式的健康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