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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疫情之下，民众的健康管理和风险
保障意识明显提升。记者从湖南多家保
险机构获悉，健康险销量近期增长迅
猛。湖南银保监局公布的保险业经营数
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省健康险的原
保险保费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逾五成。

健康险何以走俏？消费者如何结
合自身实际，挑选适合的健康险？

扩展责任范围，健康险受青睐

“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不会有问
题，如今疫情突发，意识到危险降临前
还是有份保险保障比较安心。”在长沙
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工作的李敏，此前对
保险不太“感冒”，最近却为自己购置了
一份重大疾病保险。

一次疫情，让很多人认识了健康险
的保障功能。

根据保险责任来划分，健康险包括
重大疾病保险、医疗险、护理保险及失
能保险等。此次疫情中，重疾险、医疗
险的表现抢眼。

湖南省保险协会秘书长张在新介
绍，对于新冠肺炎产生的保险责任，商业
险种理赔的主要是医疗险，包括现在热
销的百万医疗险。重疾险则以“扩展责
任范围”的方式，彰显存在的特殊价值。

疫情期间，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太
平人寿、华夏保险等在湘保险机构拓展
责任，将新冠肺炎纳入保障范畴，产品
类别以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为主。
其中，医疗险产品推出取消药品限制、

定点医院限制、免赔额以及30 天等待
期等相关服务；重疾险被保险人首次经
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后，险企可给付一
定额度的保险金；意外险主要增加因新
冠肺炎导致的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

给付金额方面，保险机构存在差
异。多数重大疾病保险确诊后，保险机
构额外给付保额的 30%；重疾确诊为
普通型、重型或危重型，理赔给付的额
度各不相同。此外，保险机构通过互联
网、手机 APP 等网上手段进行理赔服
务，简化实务单证的提取要求，大多数
客户提交理赔申请之后在当天能够完
成理赔。

扩展责任范围、优化理赔服务，让
健康险释放更大保障功能，受到消费者
青睐。

“宅经济”升温，健康险
线上销售火热

受疫情影响，“宅经济”“免接触式
消费”迅速升温。保险机构顺势而为，
线上渠道成为竞相发力的主战场。

“疫情期间，关注和咨询健康保险的
客户明显增多，公司健康险的业绩近期
呈稳定上升趋势。”新华保险湖南分公司
副总经理邓建荣介绍，之前保险销售更
倾向于与客户面对面交流，充分了解客
户需求及家庭情况，为客户制定个性化
保险需求；受疫情影响，目前线上为客户
答疑解惑、提供保险服务成为主要方式。

消费者意识和需求的转变，加速转
化为购买力，助推多家险企健康险业绩
逆势上扬。

平安健康险今年前 2 月实现保费
收入18.64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
增速远超其他业务。互联网健康险平
台水滴保险商城数据显示，今年前2月
的新单年化保费收入超过 22 亿元，同
比增长超过 6 倍。众安在线 1 月原保
险保费收入总额约为14.85亿元，同比
增速达62.3%。

省内主要保险机构的健康险销售
规模均有增长。湖南银保监局公布的
保险业经营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
全省健康险的原保险保费收入接近56
亿元，与 2019 年同期 36 亿元相比，增
幅约55%。

“健康险迎来了发展的风口！”邓建荣
分析，疫情加快了金融科技的推广运用，
保险机构通过科技手段提供无接触服务，
促使销售渠道加快从线下转向线上，高性
价比的健康险产品赢得新的发展空间。

尽早配置，优先保障家庭
“经济支柱”

对于健康险，不少消费者了解不
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

比如，很多人认为自己有医保，并
不需要购买健康险。实际上，医保的保
障属于“保而不包”，一旦遭遇重大疾
病，住院费用和大病医疗的自付比例及
金额相对较高，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
济负担。医保加上商业保险，则能缓解
治疗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帮助家庭构建
更完善的健康屏障。

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银保
监会副主席梁涛谈到，在疫情发生后，建

议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的支付能力和需
要，通过购买医疗险，保障更大疾病范围
的医疗费用支出，通过购买重大疾病保
险或寿险等产品，弥补罹患重疾或者身
故后的大额支出和家庭收入损失。

来自新华保险、泰康人寿、人保寿
险、太平人寿、吉祥人寿等在湘保险机
构的理赔数据显示，重大疾病高发期在
40岁至50岁，但近年来，29岁至40岁
人群罹患重大疾病的比例日趋上升。

投保，也要趁早！
“觉得自己身体不错，等老了再购

买重疾险、医疗险等产品的做法并不可
取。”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王志平认为，
如果在年轻时没有及早储备重疾险，随
着年龄的增长，高昂的保险费率会让重
疾险的杠杆效应大大降低，若是身体状
况出现异常后才投保，很可能还会面临
被加费、除外责任甚至被拒保。

如何给自己和家人配置适合的保
险？

保险专家建议，家庭成员购买保险
的顺序应是“先大人后孩子”，即先给家
庭的“经济支柱”买保险，这样才更科
学。

在保险产品的保额上，应根据投保
者家庭情况而定，不必贪大求全。通常
支出家庭年收入的 10%-15%来购买
重疾险，同时保额要跟收入能力提升和
医疗费上涨相匹配，做到与时俱进，按
需补充保额。

保险专家提醒，消费者投保时，须
读懂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
除、交费细则、获益方式等内容，以免发
生不必要的纠纷。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上座率正在稳步回升。”4月
2 日，秦皇食府长沙星沙店店长谭
苗珍告诉记者，随着消费券的发放，
堂食顾客越来越多，店里也准备趁
着人们使用消费券的热度，再进行
一波优惠活动。

“ 充 1000 元 送 1000 元 ，充
2000 元送 2000 元”的活动已经在
门店推出，谭苗珍说，这一活动可以
跟消费券叠加使用，让消费者感受
到商家的诚意，享受史无前例的优
惠。记者在门店看到，不少顾客对
这一优惠活动充满兴趣。

“消费券对商家是个大好消
息！”她认为，这一举措对疫情期间
经营困难的餐饮企业是一根“救命

稻草”，人们终于愿意走出家门，来
堂食消费了。

“工会帮忙，我们也要积极‘自
救’！”谭苗珍说，此次充值活动，也
是“自救”的方式之一。

回顾过去的2个多月的经营状
况，谭苗珍说，用“暗无天日”来形容
也毫不夸张：预订好的年夜饭取消、
原材料浪费、发不出工资……她一
度精神快崩溃了。

随着顾客人数的增多，谭苗
珍的信心也一点点恢复。她说，
过去，秦皇食府的营业额有 43%
依赖筵席；现在，这块业务虽然还
未启动，但疫情期间秦皇食府发
展了外卖、预制菜等服务，加上现
在消费券的刺激，让她再次看到
了希望。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黄
亚苹 刘文）今天下午，在通程电器
长沙伍家岭旗舰店内，正在逛店的
顾客并不算太多。厨电区的销售员
正在为前来挑选微波炉的市民廖女
士介绍商品。

她告诉记者，家中的微波炉已
经用了近10年，早该退休了，“想买
个微蒸烤一体的机器挺久了，就是
价格超过了预算，前两天正好工会
发了节日消费券，所以来看看”。

随着湖南省复工复产按下“快
进键”，房屋装修、家电销售也开始

逐步恢复。通程电器伍家岭店店长
助理杨舟介绍，刚刚过去的3月，客
户新房基础装修施工队陆续进场，

“预计4月中旬到5月初，家电业会
迎来第一波购物小高峰”。

据了解，目前，该店的客流同比已
恢复了六七成。杨舟表示，消费券的
发放恰巧“撞”上了清明、五一两个小
长假的家电行业集中促销期，有助于
提升顾客购物的心理预期，带动高端
家电及全房家电的销售，“工会的消费
券还能与门店推出的各类满减活动叠
加，特别欢迎持券顾客进店消费”。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店里又坐满了食客，太不容
易了。”4月2日中午，正值饭点，杨
锦记猪肚鸡长沙总店门口已经有
了等位的顾客，店里服务员忙得脚
不沾地，店长杨钊也撸起袖子来帮
忙。

安排好顾客就餐后，杨钊又跟
收银人员反复叮嘱：“你们自己也要
熟悉消费券的平台”“记得提醒消费
者使用”“这么大的优惠，要好好引
导啊”……

杨钊笑着说，一开始听说工会
给职工发放消费券的消息，他不敢
相信，找人反复确认。

“工会给大家发钱，让大家来消
费？还有这等好事？”他一拍大腿

说，“结果还真有！”
最近，店里陆续有了使用消费

券消费的顾客，不少顾客结账时喜
滋滋地表示：“用完券后几乎不要花
钱，政府请我们吃了顿大餐。”

上周末，长沙县商务局和湖南
头等传媒有限公司为长沙县的100
余家餐饮企业举办美食消费节，在
周末两天，用五折的超低优惠，将

“吃货”诱惑出了家门。
“五折优惠，对不少餐饮企业来

说是吸引客流的无奈之举，不能多
办，太‘伤筋动骨’了。”杨钊坦言，消
费券真正刺激了小商铺营业额的增
长，给附近的商家提振了信心。

杨钊精神振奋地说：“接下来的
清明假期，欢迎使用消费券，商家准
备好了！”

经济
视野 疫情之下，今年前2个月湖南健康险保费同比涨五成——

健康险缘何走俏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谢华兴）恒丰银行主承销
的“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3 月 30 日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
功发行，发行金额 20 亿元。本单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期3年，票面利
率3.2%，创市场同期限人民币计价的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利率新低。

定 向 债 务 融 资 工 具 ，简 称
“PPN”，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
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
债务融资工具。与普通融资工具相

比，其不仅具有规模大、期限长、利率
低的特点，而且无需担保，募集资金
的使用也比较灵活，可用于归还银行
贷款、补充营运资金等。

疫情发生以来，恒丰银行长沙分
行精准配置金融资源，推出多项优惠
措施支持企业防控疫情和复工复
产。根据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的融资需求，该行在最短时间内
实现本单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缓
释企业还本付息及运营养护资金等
刚性支出的压力，减轻近期免收通行
费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工会帮忙，
我们也要积极‘自救’”

湘消费

春暖市

将迎销售小高峰

消费券提升家电销售预期

“欢迎使用消费券，
商家准备好了”

恒丰银行主承销20亿元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票面利率3.2%，创同期限人民币计价产品利率新低

图②：4月1日下午，长沙市天心区芙蓉路劳动路口西侧的非机动车
蓄水池等候区完成标线，即将投入使用。该区在全市首推非机动车蓄水
池等候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图③：3月31日，嘉禾县经开区百俊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女工在加
工生产电子配件。目前，全区72家制造、装备企业全部复工复产，产能迅速回
升。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隋鑫

肯尼亚的鲜花、加拿大的波士顿龙
虾、日本的纸尿裤、欧洲的护肤品……
疫情期间，仍旧注重生活品质的湖南
人，进口消费越来越热。据海关统计，1
至2月，湖南省进口消费品36.2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2月份湖南省
进口消费品17.3亿元，增长2.2倍。

前2月湖南省消费品进口倍增

消费品进口是满足人们个性化、多
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重要补充，也
是近年我省对外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春节过后，我省进口消费品依旧火热。

早在2月下旬，长沙机场便迎来第
一批进口鲜花，来自肯尼亚的玫瑰、绣球
花、大飞燕花、水仙百合等给省内消费者

送来春天的气息。3月初，春节后我省复
航的首个洲际货运航班运来了65吨加
拿大的波士顿龙虾。而在黄花综保区的
跨境电商企业仓库内，自2月初复工以
来，世界各地的奶粉、服装、日化品，每天
源源不断地由此分拣，送到消费者手中。

海关数据显示，前2个月，日本、新
西兰为我省消费品进口最大贸易伙伴
国，过半的进口消费品源自 APEC（亚
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据统
计，1至2月，湖南省自日本进口消费品
5.5亿元，增长5.5%，占15.2%；自新西
兰 进 口 5.3 亿 元 ，增 长 1.6 倍 ，占
14.6% 。 自 APEC 国 家 进 口 消 费 品
23.7亿元，增长73.5%，占65.4%。

食品烟酒类是进口值最大商品，服
装、日化品进口大幅增长。1至2月，湖
南省进口食品烟酒类消费品 25.7 亿
元，增长 1.5 倍，占 71.1%，其中肉类

12.4 亿元，增长 8 倍；水海产品 4.8 亿
元，增长1.1倍；另外，进口衣着鞋帽类
消费品1.4亿元，增长8.1倍；进口日化
用品类消费品2.4亿元，增长7.8倍。

消费升级、跨境电商等
激发海淘潜力

进口消费品何以逆势大涨？海关
分析认为，主要受消费结构升级和春节
等因素影响，跨境电商平台对进口消费
品作用也逐渐凸显。

近年来，湖南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品
质高、个性化明显的进口商品受到青
睐。自去年应对非洲猪瘟影响大量进
口猪肉以来，湖南人开始大量海淘牛
肉、海鲜等生鲜食品来保障食品安全、
提升生活品质。

春节黄金周也带火了“洋年货”消
费。今年初，大量消费品实施低于最惠
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后，进一步刺激
了人们的海淘行为，很多进口食品和礼
品成为湖南人过春节的必备。

跨境电商平台发力。近年来我国持
续扩大跨境电商试点范围，长沙市、岳阳
市获批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对
进口消费品的带动作用明显。今年初，衡
阳、岳阳两城被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
点范围，我省跨境电商已进入快速发展的
黄金期。据介绍，黄花综保区跨境电商企
业自春节后复工以来，日均销售数量和货
值均超过2019年日均水平。

长沙海关提醒相关企业，用好用足
跨境电商综试区海关创新政策，把握好
消费品降税契机，用品类丰富、质量保
障、价格优惠、有异域风貌的进口消费
品来激发消费潜力。

1至2月，湖南省进口消费品36.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2月份湖南省进口
消费品17.3亿元，增长2.2倍——

进口消费品何以逆势大涨

图①：3月31日，一群鸽子从洞口县高沙镇蓼水河上空飞过。近年，该县采取财政支持、民间捐助、市场投资等方式，对蓼水河两岸的古宅进行修缮的同
时，加强河道环境综合治理，引导群众在两岸植树造林，促进了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滕治中 摄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黄
亚苹 朱蓉 刘文）今天下午，暴雨突
袭长沙。然而，这并未阻断黄兴南
路步行商业街上涌动的人潮。老长
沙大香肠在油锅内上下翻滚，茶颜
悦色排起了平日里熟悉的长队，猪
油拌粉小店忙得一刻不停……一大
批充满烟火气的小吃集体回归，长
沙又恢复往日的活力。

“刚出炉的芝士蛋糕，买满 20
元立减10元，还可以跟消费券叠加
使用，要不要尝尝？”傍晚时分，大长
沙美食城寨入口处的面包店外，店
员正热情地朝着往来消费者吆喝，

邀请大家品尝被切成小块的蛋糕。
大长沙美食城寨负责人覃鸣帝介

绍，美食城日均客流量正逐步恢复中，
工作日日均达到了五六千人，“有了消
费券的加持，清明节小长假营业额至
少能提升10%；预计五一小长假期间，
会迎来年后第一次消费小高峰”。

“为了鼓励顾客使用消费券，我
们在积极拓展门店的支付方式，同
时推荐顾客优先用券消费。”天泉添
鱼美蛙鱼头火锅店主汤小冉介绍，
截至目前，本周该店已接待了数十
批持券用餐的消费者，占店内营业
额的5%左右。

持券顾客进店
小吃街加速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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