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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春节临近，各路商家争相抢占“年货”市
场，保险业“开门红”营销亦激战正酣，出行、
旅游、 健康、 财产等各种新产品让保险市场
“年味十足”。

面对众多保险“年货”，什么样的产品值
得购买？对民众来说，挑选合适的保险产品，
无论旅游出行，还是居家生活，便会多份安心
和保障。

春节出行，意外保险不可少
“已订好回吉林老家过年的机票，还顺便

在网上买了一份综合型意外保险。”在长沙一
家科技公司工作的周伟，每次远行，都习惯在
网上买份单价不超过100元的意外险，他觉得
很有性价比。

保险，已成众多市民出行的必备保障，像
周伟这样通过网上投保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在新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节假日出远门，不论乘坐什
么交通工具，都有一定风险，购买一份综合型
意外险很有必要。

综合型意外险包含的保障项目较多。经
常搭乘交通工具的消费者， 可选择交通工具
保额较高的综合型意外险； 有特殊服务要求
的消费者， 可选择包含紧急救援等服务的综
合型意外险。

选择拼车、搭乘顺风车的市民，则须提前
了解所搭车辆的保险情况。为保障自身利益，
可在出行前为自己购买一份短期意外险。该
险种保险期限灵活，费用一般20元左右。

消费者还应看清意外险的免责条款，避

免花了钱却得不到保障。

出境旅游，买份保险很重要
旅游中最大的风险不是行李丢失， 而是

人身伤害。市民利用春节假期出境旅游，配齐
保险尤为重要。

张在新提醒， 出境旅游的消费者选择旅
行社前，首先要问清楚旅行社，是否为自己投
保了意外伤害保险，索要查看投保单。如果在
境外参与滑雪、攀岩、潜水、跳伞等高风险运
动，有必要选择将之列入承保范围内的险种。

目前市场上的出境旅行险， 小到航班延
误、行李证件丢失，大到住院保险、紧急救援，
皆有对应的细分产品。从实用性考虑，出游者
不必全部投保，通常意外伤害险、医疗险、紧
急救援最为重要，应尽量投保。

意外伤害险， 可提供意外身故或伤残后
的经济补偿；因意外或突发急病时，医疗险可
提供医疗及相关费用的补偿； 紧急救援主要
提供包括将被保险人运送到医院、 提供就医
信息安排、住院垫付医药费等服务，对于初到
海外的旅行者颇为实用。

境外旅行还应留意时差问题。 考虑到延
误等意外情况， 出游者最好将出发地的出发
时间前一天作为保单生效时间起始点， 而最
后回国后两天作为保单终点。

健康保险，尽早购买更划算
在保险业加速回归保障的趋势下， 趁着

春节临近，给自己或家人买份健康保险，可谓
是特别的“新年礼物”。

健康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医疗保险、疾
病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

保险金的保险。按照赔偿方式划分，主要分为
报销型和给付型两种。

一般来说，医疗保险则是报销型的：先治
疗后赔付，所以你前期需要自己垫付，后期再
凭发票报销。

重疾保险就是给付型的： 即一旦确诊得
了约定的某种重疾，保险公司立马赔付。不管
是否治疗、治疗花了多少钱，都赔付约定的保
额。比如治病花了20万元，保额40万元，剩余
20万元可留着自己用。

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邓建荣介
绍，在选择健康保险时，比较理想的险种搭配
为：有社会医疗保障的，选择重大疾病保险加
住院补贴保险；没有社会医疗保障的，选择重
大疾病保险加住院费用保险。

重疾险是其中的关键选项。数据显示，30
至60岁为重疾高发阶段， 这个年龄段正是事
业黄金期。

邓建荣提醒， 重疾险往往在需要时无法
立刻拥有，建议消费者在年轻、健康时就着手
规划购买。年老病多，保险公司可能拒保，或
提高保费。

重疾险保障范围，宜选择发生概率高、破
坏性大的重疾，比如恶性肿瘤、急性
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
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冠状动脉搭桥术、慢性肾功能
衰 竭 尿 毒
症期。单份
保 单 的 保
额，50万元
左 右 比 较
合适。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辰

名片
何金，1986年出生，岳阳县人。去年，他

放弃金融行业高薪工作，回乡创办湖南舟友
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走上了无人船的研发
和推广之路。他联合各方力量，一头扎进人
工智能领域，应用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
核心技术，研发出针对龙虾养殖的无人船。

故事
许多人只听说过无人机， 岳阳却有了

“无人船”。
“我们团队研发的无人船， 可自动巡

航、投饵、喷药、检测水质和预警，用处大得
很。”1月8日，在公司的试验场地，何金对自
主研发的“舟友乐”无人船充满信心。这款
无人船长约2米、高约0.6米、宽约1米，船身
蓝白相间，船头安装摄像头，船身两侧各装
有螺旋桨，船舱是封闭式的，像是挺着个大
肚子，看起来很卡通，憨态可掬。

“它全身都是高科技。”何金站在岸上操
控，无人船在沟港河汊行动自如，不时展示投
饵等本领。他介绍，此无人船集成多种传感设
备，可用遥控器、手机和电脑等操控，能实时
监测养殖区域的温度、PH值、 溶解氧、 浑浊
度、氨氮等水质数据，还能实现定点定量投放
饵料等，有效节省人力和改善水质。

何金是澳门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

2010年，他从江西理工大学毕业后前往珠
海打拼，先后在华润银行任客户经理、部门
总经理等。2016年，他转战赣州，任兴业证
券赣州营业部副总经理。

何金与无人船结缘，还是在两年前。他
回乡探亲时， 偶遇正在创业的高中同学李
铎。交谈中得知，洞庭湖区龙虾养殖户大多
靠经验养殖，存在盲目投饵现象，造成水质
富营养化，养殖风险较高。有些养虾户虽安
装了固定的摄像头和传感器， 但数据并不
准确和实用。 何金很快有了金点子：“回乡
创业，造‘无人船’！”

创业艰难百战多。去年，何金辞去金融
行业高薪工作，卖掉两套房产，筹措200万
元资金，举家回乡研发无人船。岳阳众创空
间负责人看好何金的想法， 为他提供了免
费场地。何金凡事亲力亲为，下乡倾听养殖
户的诉求， 组织研发人员吃住在龙虾养殖
基地，推进各项试验。他还发挥自己的人脉
优势， 与湖南地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千
牛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 何金率团队终于研
发出了针对龙虾养殖的无人船。“无人船不
受天气影响，它自带传感器系统，可监测到
哪一块的龙虾多，实现精准投饵，避免了饵
料浪费和出现水质问题。”

说起无人船的妙处，何金滔滔不绝：它
不仅能让龙虾养殖更加智能， 还能降低养
殖成本和风险。 以200亩面积的龙虾养殖
水面来算，本需要3个劳动力，而一台无人
船仅需一个人操作，一年就能收回成本。

无人船的优势显而易见， 不少龙虾养
殖户跃跃欲试。何金透露，去年10月，“舟
友乐” 无人船相继在湘博会和全球生态农
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上亮相， 接到了来
自华容和益阳的一些订单， 还有南美洲的
客户主动前来洽谈合作。

目前，在当地劳动部门引荐下，何金携
团队入驻湖南城陵矶新港区创业孵化园，
正规划建设950平方米的厂房， 致力打造
岳阳乃至湖南首个无人船研发基地。 何金
说，龙虾养殖无人船的研发是创新的开始，
自己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为“智慧农业”
奉献青春乃至一生。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黄唐生 黄友华）“去年农行郴州分行优先
保障外贸企业贷款需求， 为我们企业及时投
放出口信用贸易贷款，助力企业走出去。”1月
9日，位于郴州高新区的湖南炬神电子负责人
介绍，他们的产品目前已出口到美国、欧盟、
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郴州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多
措并举鼓励企业走出去， 促使一大批企业走

出国门、开辟海外市场。
去年，该市积极应对、主动作为，全力帮

助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进出口企业渡难
关，制定出台了进出口关税补贴、进口贴息、
境外办厂、 境外营销网络建设费等方面的措
施。进一步降低进出口企业成本，压减通关时
间并降低通关费用，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
出口退税进度， 支持智能制造等新兴企业抢
占国际市场，加快扩能发展。

为破解外贸企业“融资难”，驻郴州银行业
金融机构创新思路，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国
家外汇管理局郴州市中心支局全面落实国家各
项外汇管理服务新政策，帮助3家境外投资企业
与外汇指定银行对接， 成功实现境外融资4800
万美元，推动该市企业境外投资项目顺利发展。

据了解，去年郴州外贸“破零倍增”计划
成效明显，50家企业实现“破零”、26家企业实
现“倍增”。全市对外贸易经营备案企业达615
家，有外贸进出口业绩企业163家，与全球142
个国家和地区有进出口贸易往来。

去年，该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45.9亿美
元，增长18%，加工贸易额约占全省的30%。郴
州经开区被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张丽 向佩）1月8日，由中国农村杂
志社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举办的第二届
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宣传推介活动公布
评选结果。湖南共有两个村入选，分别是永
顺县灵溪镇司城村、高坪乡场坪村。

近年来，永顺县以建设美丽开放幸福新
永顺为总目标， 以美丽乡村示范创建为抓
手，坚持“规划为先、产业为本、项目为纲、特
色为魂”总方略，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成

功创建120个美丽乡村州级示范创建村，
2017年获评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

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 司城村、场
坪村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实施乡村规划提升
行动、基础设施提质行动、人居环境美化行
动、特色民居保护行动、创业富民强村行动、
乡风文明培育行动，路灯亮化、组（户）间道
路硬化、村庄美化、特色民居改造、农户改
厕、污水处理等一大批项目落地落实，村庄
面貌彻底改善，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何金：
无人船领域先行者

永顺两村入选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南航“订单”助苗乡农民脱贫
1月9日，花垣县香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在分装“苗外婆”食品。为助

推武陵山区贫困农民实现脱贫，2015年开始，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采取“订单”方式，与
香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订单，带动花垣县包括十八洞村在内的26个行政
村3万多名农民发展蔬菜产业，人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 龙恩泽 摄

� � � �何金 通讯员 摄

法治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文天骄

长沙市民尹某购买一套未办理产权证的
二手房， 产权证下来后， 房主不配合办理过
户，却私下“以房抵债”，将此房再次“出售”。

“一房二卖”谁担责？房子最后到底归谁？
近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主审法
官支招购房维权。

“一房二卖”引纠纷
1997年，罗某从开发商处购买长沙市天心

区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房屋产权证未办理。
2002年12月， 尹某通过房产中介与罗某

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罗某以8.8万元将房
屋出售给尹某， 并约定到时由开发商直接将
产权证办到尹某名下。双方签订协议后，尹某
当即支付8.3万元房款，罗某将房屋交付。

后来因开发商不同意更名办证， 尹某与
罗某又口头约定： 先将该房屋产权登记至罗
某名下再过户。

2010年5月，罗某取得房屋产权证，却不

配合办理过户手续。
不料，2013年7月， 一名韩姓女子手持该

套房屋房产证，称其已购此房，并办理了房屋
产权证，要求尹某腾房。

已经卖给了尹某的房子， 缘何又成了韩
某的房子？

原来， 房产证下来后， 罗某以房屋作抵
押，先后向韩某借款31万元，同时办理了房屋
抵押登记手续。

2013年1月，罗某与韩某签订《房地产买
卖合同》，约定以31万元欠款作为房款，将该
房屋抵债给韩某。同年7月，这套房屋过户登
记到韩某名下。

为了追回房屋产权，尹某将罗某、韩某等
人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定房子归尹某
法院查明，原告尹某支付了全部房款，被

告罗某交付了房屋并办理了水电更名手续，
合同已实际履行，合法有效。被告罗某违反合
同约定，另行将房屋借款抵押给被告韩某。被

告韩某虽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但双方实际系
以房抵债，其并未向罗某支付房屋价款。罗某
愿意以房抵债给韩某时，韩某从未看房也没有
对涉案房屋状况及是否有人实际居住等相关
情况进行核实，系因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

2018年2月，法院一审判决此案。确认原
告尹某与被告罗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
有效，被告罗某与被告韩某签订的《长沙市二
手房买卖合同》无效；限被告罗某、韩某协助
原告尹某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

一审宣判后，韩某不服，向长沙市中级法
院提起上诉。近日，长沙市中级法院二审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谨慎购买 “二手房”
天心区人民法院法官董娟娟主审此案，

她建议，“二手房”买主不能贪图便宜，随意购
买产权证还在办理中或权利有瑕疵的房产，
如设定了抵押的“二手房”。

此外，房屋交易过程中，若遇到非产权登记
人（代理人）出售房屋时，建议与产权登记人取得
联系，查明授权真伪。还要到房屋现场查看确认，
如果有人居住房屋，要问明情况是否为承租人，
按照买卖不破租赁规定， 在租赁期内不能随时
叫承租人交房。另外，房屋存有多个共有人的，建
议都统一签约，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与诉讼。

一边收钱卖房，一边“以房抵债”———

“一房二卖”须担责

郴州外贸走进142个国家和地区
加工贸易额约占全省的30%

春节临近，
莫忘捎上保险“年货”

经济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