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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海南保险业十大典型理赔案例
本报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劳敏

编者按 风险无处不在，当遇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保险能及时发挥经济补偿作用，凸显“社会稳定
器”和“经济助推器”的功能和作用。有了保险，如同有了下雨天的“伞”，行驶汽车的“备胎”。保险不是改
变你的生活，而是防止你的生活被改变。本次海南保险行业协会摘选的 2015 年海南保险业典型理赔案
例，选取跟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险种进行案例式说明介绍，借以介绍保险的功能和作用。

1、国内货物运输险
2015 年 7 月 17 日，大地财险海南分公司承保由被
保险人委托某航务公司从海口运输至广东国内水路货
运险保险。7 月 20 日，因承运船搁浅导致承保货物受
损，大地财险先预付理赔款 200 万元，经查勘定损，11
月 16 日向被保险人赔付 707 万元（含预赔款）。
点评：货物运输保险是以运输途中的货物作为保
险标的，保险人对由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货物
损失负责赔偿责任的保险。主要类型有铁路货物运输
保险、水路货物运输保险、航空货物运输保险、公路货
物运输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是国际国内贸易正常运行
的重要保障。

2、安全生产责任险
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在平安财险海南分公司投
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2015 年 5 月被保险人的员工工
作时从碎石车间的顶部摔下死亡。接到报案后，平安
财险协助被保险人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向被保险人支付 64 万元理赔款。
点评：海南是全国第一个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强制
推行危险行业责任险的省份。安全生产责任险主要是
保障矿山开采企业、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
器材生产和经营企业安全事故风险。2010 年该险种
开办以来，海南保险业在履行好赔付义务的基础上，积
极参与构建安全生产防范体系,不断提升安责险服务
水平。2014 年海南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等安责险强制投保重点行业领域实现了零死亡。

3、
承运人责任险赔付交通事故人伤案例
2015 年 5 月 6 日，三亚某汽车服务公司大巴车在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与大货发车生追尾碰撞，导致车辆
损坏及人员伤死，为确保伤者得到及时救治，减轻被保
险人的经济压力，阳光产险海南省公司先后预付了承
运人责任险赔款 40 万元。目前，该案的后续理赔工作
仍在继续，预计损失 140 万元。
点评：承运人责任险是以承运人的运输责任为保
险标的的保险，客运公司等道路交通承运人购买承运
人责任险能够为乘客提供必要的风险保障。在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预付责任险赔款，及时为受害
人员或家庭提供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充分发挥了保险
的社会管理职能。

4、橡胶险
2015 年上半年受干旱高温天气影响，海南橡胶集
团橡胶园受灾严重，
产量锐减。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接
到报案后，联合专家组到现场查勘调查，2015 年 12 月 7

日确定损失，
向海南橡胶集团支付 3984 万元理赔款。
点评：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而海南又
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地。通过保险人的不断努
力，橡胶树保险逐步成为海南农业保险的名片，实实在
在为保障天然橡胶供应系上了“安全带”。

问题不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法律诉讼。国务
院领导曾对此作了重要批示：
“海南省积极探索第三方
调处机制、引入保险机制处理医患纠纷所取得的成效
与经验值得总结，以资借鉴。”

8、意外身故赔付案例

5、南繁水稻制种种植险
2015 年初农户王某在中国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
司投保南繁制种水稻种植保险，5 月 4 日，在制种水稻
开花授粉期间受大风影响造成产量严重减产，接到报
案后，保险公司进行损失查勘和产量测产评估，10 月
14 日确定损失，
向被保险人支付 61.6 万元理赔款。
点评：南繁基地是我国优良种子的摇篮，海南保险
业积极创新，采取了以“保产量”为主的保障方式，有效
解除了制种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进一步促进种农种植的
积极性，
为
“中国饭碗”
的底部支撑提供了保障。

6、水产养殖险
2015 年 9 月，海南临高某养殖有限公司向太平洋
财险海南分公司投保了池塘养殖南美白对虾保险。
2015 年 10 受“彩虹”台风和早期综合症疾病的影响，首
批承保的 10 口虾塘出险，养殖户获赔 12.63 万元
点评：水产养殖是目前公认高风险产业，自然风
险、养殖条件、动物病害等诸多风险因素，均有可能对
水产养殖造成巨大损失。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项目的
研究始于 2012 年，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和省财政厅申请
世界银行技援项目“中国经济改革实施项目——海南
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项目”的贷款支持。水产养殖保
险在海南的进一步铺开，对化解养殖户的养殖风险发
挥了重要作用，对保障我省水产养殖稳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7、医疗责任险
2015 年 12 月，海口某三甲医院肝胆外科医生在为
一位 67 岁患者在全麻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小切口胆
总管切开取石术，患者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患方家属要求医院承担 60 万元赔偿。海南省医调委
调解员介入调解，发挥专业服务，促成签订人民调解协
议书，以 21.25 万元达成保险赔偿协议。
点评：海南省于 2010 年正式推行以医疗责任保险
为基础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形成了“调”
“赔”结
合的良好工作格局，有效解决了海南省的医患纠纷问
题，取得了较好成效。海南省医疗责任保险主要特点，
一是以医疗损害做为保险责任，不需要确定是否为医
疗事故；二是海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结果做为保险理赔的依据，解决医疗纠纷的保险赔偿

2014 年林先生为自己在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投
保两全、意外、意外医疗、住院日额保险等险种。2014
年 12 月 17 日，林先生发生交通意外不幸身故。平安人
寿接到客户家属电话报案后，迅速进行调查处理，经核
实事故属实，2015 年 5 月向被保险人赔付了 140 万意
外身故保险金。
点评：意外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尤其是在交通出
行上，因此经常驾驶或乘坐交通工具的人们应充分考
虑其中的风险，除了车辆本身的保险，更应该购买保额
充分、功能覆盖较为全面的驾驶人员人身保险或者交
通意外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一般保费较低保额较高，
可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高的保障，而且意外险一般有
附加意外医疗保险，附加住院津贴，是对人寿保险的有
益补充。对于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承担较高保费支出
的人们也是很好的选择。

9、重大疾病提前给付案例
客户饶某在中国人寿海南省分公司投保重疾险。
2015 年 3 月经医生确诊为肝癌。7 月 16 日申请理赔，
中国人寿迅速开展事故调查，于 7 月 21 日给付重大疾
病保险金 39 万元。
点评：城镇居民大部分都有基本医保，但是一旦患
有重大疾病，由于基本医保报销有限，面对治愈需几十
万元的重病来说远远不够，很多家庭因为高额的治疗
和护理费用陷入困境甚至不得不放弃治疗。购买重大
疾病保险既能有效规避风险，及时缓解被保险人的医
疗负担，还可为被保险人提供一定经济保障。

10、大病医保理赔案例
文昌市龙楼镇村民林某，2014 年因患急性感染
性心内膜炎，住院治疗花费 30 多万元，新农合报销近
10 万元，
个人还需承担 20 余万元的巨额医疗费。
2015 年 10 月，在大病医保 2014 年度追溯回补工作
中，平安养老海南分公司在政府人员配合下顺利联系
上林某，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上门协助收取大病医保
理赔材料后于当日受理并结案，支付 9 万余元大病医
疗理赔金，林某成为第一批补偿受益人。
点评：
随者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在海南全面落地，
原本
居民因患大病导致的
“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
困境得到极大
改善。该案例正是商业保险致力服务民生的有力体现。

中行金融管家

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 您的现金管理“神器”
2014 年底我国开始进入降息周期
且延续至今，历经数次降息，银行活期
存款利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降至
低点，传统的存款理念已经远远无法
满足百姓财富保值增值的愿景。
当下，人们理财无不面临几种困
惑：拥有闲置资金，无法忍受银行微薄
的存款利率；无投资期限，无法满足随
时而来的用钱需求；无投资经验，承受

不起股票价格和基金净值跌宕起伏的
刺激。
中 国 银 行 的 王 牌 理 财 产 品 ——
“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打开了传统
投资理财的桎梏，使广大客户重拾信
心。
据介绍，该产品是一款由中国银
行投资运作的超级流动性理财产品，
交易时间覆盖 A 股开市。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营业网点，中国银行客服热线95566 或者 海南分行咨询电话：0898-66563276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最新优惠产品
跨境业务优惠产品介绍

一、
阳光海外直投
*客户选择自己的投资标的，将资金直接投资到海外；
*不受外汇管理局 5 万美金购汇额度限制；
*阳光、合法、境外支付效率高！
二、
跨境见证开立海外账户
*提供本人身份证、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即可办理；
*可进行储蓄存款、境外汇款、金融投资（证券、基金、衍生产品）！
三、
外币三重礼优惠活动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境外汇款，
免汇款手续费；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结售汇业务享点差 5 折优惠；
*美元、港币定期利率优惠！

查询详情，请即致电或
亲临南商（中国）海口分行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时代广场首层 咨询电话：66592664，66553285，66553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