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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意外险，你要知道的几种买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近日，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
MH370 航班失去联系（简称“马
航失联”）事件引起全球的广泛
关注，各保险公司纷纷主动介入
排查是否有其客户，普通大众也
更深层次地理解保险的意义。保
险无法避免灾难的降临，但可以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获得一笔经
济补偿，降低可能带来的家庭财
务风险。那么，在如今，有哪些
航空类保险可以为乘坐飞机的人
们应对此“高”风险呢？

李明是湖南一家公司的重要客户
业务主管，月收入 9000 元。经常搭飞
机出差的她，有时候一个星期有三天
都在不同的城市跑业务，她在精打细
算后为自己买了一份太平无忧航空意外
保障计划，感觉比购买机票时反复购
买划算得多：300 万元的保额，仅需
120 元，保障期一年，不限次使用。而
如果是在机场等地购买，按照 20 元保

40 万元的标准，如果保额是 300 万元
的话，需要支付保费 150 元。

“对于乘坐飞机频繁的‘空中飞人’
来说，购买一年期的航意险将更划算。” 
新华保险长沙中支法人部主任黄涛如
是认为。例如，在机场购买 1 份保额
为 40 万元的“航意险”，费用为 20 元，
还只限当次航班；如果通过新华保险
公司官网购买“i 相随交通工具意外伤

害保险”就非常便宜了，保额 100 万元，
保费才 24 元，可保一年。而 24 元钱，
只够在机场单独购买 1 次航意险。

买了普通的人身意外险，有必要再
单独买航意险吗？3 月11 日，长城人寿
湖南分公司综合办公室负责人贺胤杰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普通的意外险
虽然囊括飞机意外在内，但保额并不高，
消费者可考虑双重或多重保障。

“如果除了乘飞机，还
经常要搭乘其他交通工具
远行的人士，可以考虑更
实惠的‘航意险’替 代 产
品，如交通工具综合意外
保险等。”3 月 11 日，新华
保险长沙中支法人部主任
黄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这类保险覆盖面广，不
仅保障航空意外，还可以
涵盖轮船、汽车、火车等
交通工具的意外保障，这
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不
得不面对的风险。

比如，长城 人寿保险
推出的“长城 安顺综 合意
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以
乘客身份乘坐经营客运业
务的民航客机，自进入民
航客机的舱门时起至抵达
目的地走出民航客机的舱
门止，被保险人遭受意外
伤害事故，导致身故，可
获赔 65 万元，并且，这款
保险还提供自驾车、轨道
交通（包括乘坐公共电车、
火车、地铁、轻 轨、有 轨
电车、磁悬浮列车、城市
铁路）、轮船等多种交通工
具引发意外时的保障。这
款保险 200 元可保一年。

另外，泰康人寿的一款
“e 顺综合交通工具保险”，

也有 12 种交通工具可以选
择，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来搭配，飞机意外最

高可以保到 90 万元，其他
交 通工具的保额，也可以
高达 50 万元。 

而如果是出境商务活
动或旅游的话，则应该考
虑 能 够 提 供“ 紧 急 救 援 ”
服务的意外险。赵琳是长
沙一家企业主管，每年都
会旅行两次以上，她如果
出国，会选择有国际救援
服务的产品，“因为出境游
时，游客一般 对目的地国
家不太熟悉，如果再加上
语言障碍，一旦发生意外，
很容易出现求助无门的情
况。” 新华保险长沙中支法
人部主任黄涛对记者表示，
新华保险公司就曾协助一
位客户完成了境外救援服
务。当时，投保的客户在境
外住院，所购买的新华环
球救援保险产品中就提供
免费的救援服务，包机把
客户运送回国内救治，如果
是自费则要支付超过 10 万
元的运送费用。而我们的
产品则提供了高达 35 万元
的紧急医疗转运服务。”据
了解，新华人寿这款保险，
可为客户提 供 100 万元 保
额的“航意险”。目前，很
多保险公司都采取与国际
救援组织合作的方式推出
了国际紧急救援保险，为
投保人提供包括一般援助
到医疗等一系列保障。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谢华兴）
预期投资年化收益 7.5%，
总额达 3472 万，不到 2 小
时便被“抢购一空”……
日前，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的小企业 E 家投融资平台
推出的一个投资项目获得
了广大投资者的青睐。

据了解，招商银行小
企业 E 家投融资平台今年
2 月份重新启动，其本质
是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信息见证服务，实现资金
供给和需求者间对称的信
息、资金交互。目前，该
平台注册企业用户已超过
30 万，并已累计发布超过
60 个项目，投资期限大部

分为 180 天左右，投资门
槛 5 万元起。它不仅为全
国范围内的投资者提供了
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同时
也快捷、方便地为企业募
集了发展急需的资金。

记者发现，对于企 业
而言，无论是否为招商银
行客户，只要注册成为小企
业 E 家用户，即可 7X24 小
时在线向招商银行发起融
资业务需求申请，并直接
通过网络完成申请和资料
传递。对于湖南地区的企
业，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表
示，将尽全力提 供热心周
到的主动服务，企业最快
15 个工作日内获得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融资额度。

小企业投融资平台成理财利器
■消息股 

境外游买附有“紧急救援”意外险

买航空意外险的人多了
最近坐飞机出行的人们中，主动买

保险的人多了。“我以往坐飞机懒得买保
险。昨天从上海回长沙，我主动买了保
险。”3 月11 日，家住长沙市韶山南路的
刘丽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让她做
出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听说了马来西亚
飞往北京的 MH370 航班失联事件。在
刘丽看来，空难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但一旦发生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买一

份航空意外险也许不能挡住灾难的降
临，但起码可以为家人做点什么吧。3
月 9 日，在深圳机场 C 柜台，工作人员
表示，航空意外险平时只有 75 单左右
的销量，但当天销量超过 100 单。

记者在淘宝网站发现，航空意外
险（简称“航意险”）也开始变得更加
热销。比如，中国人保在淘宝网推出的

“一年全球航空飞机意外”，在 3 月 7 日

以前，每天销售额平均 4 份，而自 3 月
8 日开始，每天销售额近 20 份，这个
时间点正是马来西亚 MH370 航班失联
事件发生后。太平洋保险在淘宝推出
的航空意外险从 3 月 8 日开始，原来每
天成交约 30 笔的业务量，增至近 50 笔。
而在泰康人寿保险的网站上，其一款
包含航空意外险的“e 顺交通意外伤害
保障计划”近期售出 14277 单。

航空意外险最高可赔 800万元
通常大家在机场购买的 20 元航空

意外险，只保障大家购买的那次航班，
从上飞机保障开始，到下飞机保障结
束，其保额 40 万元，只保了因为飞机
出现意外而造成的人身伤害。基本上
就是人因为事故身亡了才有理赔，其
他都没有理赔。这款保险，大家可以
购买多份，但赔付金额 200 万元封顶。

而记者发现，有一些保险公司在自
己的网站推出了航空意外险，而且保额
更高。比如，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推出的“e
顺高额航空意外保险计划”，最高可保
500 万元，保期 1 年；太平人寿保险公
司推出的“太平无忧航空意外保障”，
最高同样可保 500 万元，保期为 1 年。 

而在平安官网，记者却发现其推

出的一款航空意外险，最高可保 800
万元，交保费 320 元，可保一年。

记者发现，航空意外险大多以 1
年为最高期限，但消费者可以选择购
买 1 年期或短期。短期通常是指 1 天、
7 天、14 天、1 个月等等，而有些保险，
甚至允许消费者在一年之内任意选择
保险所需要的天数。

花 2.9 元可获赔 90万元
保期 7 天、保额为 100 万元、保障

范围基本相同的保单，在携程网、去
哪儿网等渠道上售价为 20 元 / 单；但
在保险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通常 10 元
都不到。比如，泰康保险公司在其官
网推出的“e 顺交 通意外伤害保障 计

划”，其中，单买“飞机意外伤害保险金”，
选择保额 90 万元的话，保期 1 天的保
费只要 2.9 元，生效的当天之内，乘坐
任何航班都有效。而且，消费者可以
任意选择保险生效的时间。在平安官
网，在“航意险”项目选择最高保额

800 万元，保 7 天，仅需要 37.3 元，未
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则需 33 元；如果
选择保额 100 万元，保 7 天，成 人保
费需 9.8 元，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仅需要支付 5.5 元。该保险如果选择第
二天生效，当天的航班也能享受保障。

“空中飞人”购买一年期产品更划算

中国体育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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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14期狂送 39注超值头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全秀娟）

超级大乐透马年大奖送不停，从 2 月 8 日
第 14014 期开始，截至 3 月 8 日第 14026 期，
在一个月时间里开奖 13 期，共送出 36 注
超值头奖。单注最低奖金 583 万多元，单
注最高奖金 1276 万多元；单人最高揽奖
3163 万元。我省常德市桃源县 04159 体彩
投注站揽下第 14023 期 1 注 933 万多元追
加一等奖，令人惊叹。

我 省 彩 民 除 中 出 1 注 准 千 万 巨 奖
外，奖金丰厚的二等奖更是中个不停，第
14026 期岳阳市第 25511、42288 体彩投注
站喜揽 2 注 10 万多元追加二等奖。数量
繁多的三、四、五等奖更是得益于正在火
热进行的“奖上奖”活动，彩民可额外获

得价值 2000 元、1000 元、200 元的体育
彩票，真是喜出望外。

据悉，大奖送不停丝毫不对奖池造成
威协，大乐透奖池一直徘徊在 3 亿元高位，
足够中出几十注千万巨奖，“2 元可中1000万，
3 元冲击 1600 万”的好时机一直都在。3 月
10 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4027 期开奖，送
出 3 注一等奖，每注奖金 741 万多元。我省
彩民喜中 2 注二等奖，每注奖金 89630 元，
2 注二等奖均出自长沙市 02361 体彩投注站
和岳阳市 25008 体彩投注站。当期开奖后，
奖池仍然高达 3.13 亿元。对于渴望大奖的
彩民朋友来说，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希望
彩民朋友以爱心支持体彩公益事业，同时也
换来一个中奖希望。

湖南体彩重现橘洲公益马拉松赛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全秀娟）3 月 9 日上午，“为

爱而来·2014 橘洲公益马拉松赛”在长沙市橘子洲举行。
在省体彩中心龚智超书记的带领下，湖南体彩员工再次组
队参加了此次公益活动，并全部坚持跑完全程，每人为晨
基金募得 500 元由爱心企业（人士）赞助的善款，用于援
建贫困山区儿童图书馆项目。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潇湘晨报主办，让体育与
公益完美结合，一方面展示体育运动的魅力，推动“全民
健身”；一方面传递爱心，普及“全民公益”理念，获得了
人们的热情支持，当天共有 4000 多人为爱而来，尽情奔跑。

中国体育彩票一直以“来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发行宗旨，
凝聚和传递彩民朋友的爱心，是全民健身活动和社会公益
事业的重要支持者。湖南体彩人自身也多次参与无偿献血
等社会公益活动，去年发起“100 元行动”开展爱心募捐，
省市体彩工作人员纷纷解囊，善款用于为贫困地区学校购
买体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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