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2016.6.1

“六一”
少儿保险特刊

每日商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方薇 / 版式设计 越方

最
“保险”的礼物
C

未雨绸缪储备教育金
子女教育费用不用愁
据不完全统计，按照目前的教育收费情况，一个
家庭培养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至少需要
20 万—30 万左右。如果是大学出国留学，还需要额
外准备 100 万左右的费用。调查显示，83%的人在孩
子的教育费用上感到吃力，54%的家庭在子女身上
的支出超出了家庭收入的 20%。加之教育费用的开
支又具有时间上的刚性，既不能不支出也不能减少
或延缓支出，
因此及早做筹划准备是十分必要的。
“子女教育金的储备应当从孩子出生开始，”保
险专家表示，
“准备同样数额的教育金，越早准备越
轻松。”对于孩子的教育金储备，一般可以以十年为
一个周期逐步完成教育金的积累，减少在日常支出
时对家庭财务造成的压力。通过选购合适的保险产
品，以零存整取的方式来进行教育金积累，可谓最好
的选择。
保险专家建议，越是收入偏低的家庭教育金储
备的方式应该越保守，收入较高的家庭能承受更高
风险，可以尝试激进一些。

太平人寿：
太平金色前程两全保险（分红型）

太平洋保险：少儿超能宝保障计划
特点：
具有双豁免、保障全、
满期返的特点。
保障内容：该计划由
“少儿超能宝两全保险”
及
“附加少
儿超能宝重大疾病保险”
组成，
具有双豁免、
保障全、
满期返还
更增值的特点，
为孩子们带来低保费、
高保额、
更全面的重疾
和轻症保障。
若被保险人在交费期内不幸罹患合同列明的特定
疾病（轻症），在领取特定疾病额外给付保险金后，之后
的保费可以全部豁免，并视同已交；若投保人在交费期
内不幸身故、全残或罹患重疾，也可以豁免后期保费，并
视同已交。
此外，
“少儿超能宝”
保障计划保障涵盖多达60种重大疾
病及 12 种特定疾病（轻症），共计 72 大类疾病，保障范围超
广。其中少儿发病率最高的白血病就在保障范围之内。每份
重疾保额 10 万元，
轻症保额 2 万元，
而且轻症保额完全独立，
轻症理赔后不影响后续重疾保障及满期保险金给付。若被保

险人不幸身故，
也将获得已交保费及现金价值的较大者，
确保
资金安全无忧。
投保年龄：出生满 30 天至 17 周岁（投保人不超过65周
岁）。
保险期间：30 年。
保费：1 份保 10 万，2 份保 20 万，2 份起保，最高 5 份。
以 0 岁女宝宝为例，买 2 份的话，每年交 1920 元，交 10 年，
保 30 年；保障 20 万，保至 30 岁。到 30 岁，有几种情况：1.平
平安安：到期返还总保费 19200 元+50%利息 9600 元；2.如
患重疾：赔付 20 万+已交总保费 19200 元；3.如患轻症：提
前给付 20%=4 万，保费豁免，重疾保障 20 万继续享有，到
期返还总保费 19200 元+50%利息 9600 元；4.投保人（大人）
如遇意外、重疾，没有交费能力，超能宝保费豁免，无需再
交，宝宝保障 20 万继续享有，视同已交，到期返还总保费
19200 元+50%利息 9600 元。

中韩人寿：中韩安康成长少儿重疾保障计划
特点：少儿专属重疾险，五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金、
特定重疾关爱金、轻症疾病保险金、身故/全残保险金、满
期保险金。附加险：中韩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
保险。
保障内容：重大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
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
于等待期后经约定医院确诊初
次发生符合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第一类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
多种），
按附加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附加险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
周年日及以后，
于等待期后经约定医院确诊初次发生符合附
加险合同约定的第二类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
按附加
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附加险合同终
止。
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
保单周年日之前，
于等待期后经约定医院确诊初次发生符合
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第一类轻症疾病，
按附加险合同的基本保
险金额的2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附加险合同终止。若被
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及以后，
于等待期
后经约定医院确诊初次发生符合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第二类
轻症疾病，
按附加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20%给付重大疾
病保险金，
附加险合同终止。同一种轻症疾病仅给付一次轻
症疾病保险金，最多针对三种轻症疾病给付轻症疾病保险

金，
轻症疾病保险金给付满三种后，
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特定重疾关爱金：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
保单周年日及以后，
于等待期后经约定医院确诊初次发生符
合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第一类特定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
种），
除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外，
按附加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
额的50%给付特定重大疾病关爱金，
附加险合同终止。若被
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
于等待期后
经约定医院确诊初次发生符合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第二类特
定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
除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外，
按
附加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0%给付特定重大疾病关爱
金，
附加险合同终止。
身故、全残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后的首个
保单周年日之前身故或全残的，
按支付的保险费给付身故保
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本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
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及以后身故或全残的，
按基本保险金额
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本合同终止。
满期保险金：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
按已支
付的保险费的120%给付满期保险金，
本合同终止。
投保年龄：出生满 28 日—15 周岁。
保险期间：至 30 周岁。
交费方式：5 年（出生满 28 日—15 周岁）；10 年（出生满
28日—10周岁）。

特色：升学贷款，国内首创；隔年领取，回报长
期；年年递增，分红得利；投入返还，资金安全。该保
险在规划孩子一生现金流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家长
们对于孩子大学阶段所需费用的需求，在业内第一
次引入“升学贷款”功能。
保障内容：客户在支付2年或以上保险费后，
如保
险合同具有现金价值，
且被保险人在 17-21 周岁之间，
凭当年度的经教育部批准具备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
资格的高等学校发放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或国外高等院
校大学录取通知书，
即可申请
“升学贷款”
，
并在大学 4
年期间享受保单贷款8折的优惠利率。
在提供
“升学贷款”
的同时，
“金色前程”
也是家长为
孩子准备的一笔长期、
稳定、
安全的现金流。家长为孩
子购买
“金色前程”
后，
第3个保单周年日起被保险人即
可领取基本保额10%的生存保险金，
之后每2年领取一
次，
60周岁后被保险人隔年领取比例上升至12%，
88周
岁还将一次性返还全部保费。
生存保险金随增额分红稳步递增，
越领越开心。
在88周岁满期时，
返还全部保费，
还有增值收益。
投保年龄：30 天至 50 周岁。
保险期间：至 88 周岁。
交费方式：3 年、5 年、10 年、20 年。

新华保险：
金彩一生终身年金保险
特点：该产品是一款侧重养老的终身年金保险
计划，在费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下，采用更高的预定利
率，固定领取，利益明确。
保障内容：主险利益清晰明确，
犹豫期（10天）后给
付首期保费的 10%，60 周岁前每两年给付基本保额的
10%，
60周岁开始每年给付基本保额的20%。终身享有
资金支持，
满足全生命周期财富管理需求，
规避长寿风
险。身故保障不低于所交保费，
保证家庭资金安全，
传
承财富，
传递爱。各项生存金自动进入附加万能险账户
累积增值，
缓解通胀压力，
亦可灵活支配。
投保年龄：出生满 30 天、不满 56 周岁。
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终身。
交费方式：一次交清，
3、5、10、20 年交。
附加险名称：附加随意领年金保险（万能型）。
此外，
该保单还具有保单贷款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