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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南保险业理赔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诚信保险，理赔不难。海南保险业始终践行“守信用、
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的行业核心价值理念，诚信经营，
诚信理赔，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服务民生，促进海南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3·15 之际，海南保险行业协会公布的
2016年海南保险业典型理赔案例，展现了海南保险诚信、方
便、快捷的理赔服务。

1、车辆水淹没顶，保险公司全款赔付
涉及险种：车辆损失保险、不计免赔险
赔付金额：12.15万元
案例摘要：2016 年 8 月 19 日，受台风

“电母”影响，王某私家车被雨水浸泡
没顶。车辆作全损处理。公司与客户
达成协议后的 1 天内，于 2016 年 9 月 8
日支付保险赔款12.15万元。

案例点评：2016 年登陆海南的台风
“电母”造成临高县特大水灾事故，面对灾
情，省内各财险公司及时启动绿色理赔通
道，应赔尽赔、极速理赔，帮助受灾地区及
时恢复生产生活，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群众
的广泛好评。

2、倒车伤人，保险公司偿付巨额费用
涉及险种：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赔付金额：62万元
案例摘要：2015年5月24日，吴某驾

驶运输车倒车时不慎撞伤卸货的2名工
人，其中1人受伤严重，治疗费高达70多
万。2015 年 6 月，阳光财险先行垫付了
医疗费1万元。经伤残鉴定，2016年5月
阳光财险赔付了61万元保险赔款，合计
赔付保险赔款62万元（其中交强险赔款
12万元，商业险赔款50万元）。

案例点评：商业性的机动车辆第三者
责任保险为车主提供了更加全面、更高
额度的保障，是交强险的有效补充。

3、遭遇罕见风灾，受损农房获赔
涉及险种：农房保险
赔付金额：24万元
案例摘要：2016年6月5日，文昌某村

庄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导致11户农户
的农房受损。经保险公司核查情况属实，
于2016年6月7日将24万元的赔款支付
给受灾农户。

案例点评：农房倒塌风险是当前农村
地区民生保障制度的薄弱环节，海南保
险业自2014年底启动农房保险以来，在
稳定农民的生产生活等方面充分发挥了
作用，逐步获得农户的认可。

4、支持农业现代化，服务海南菜篮子
涉及险种：大棚及棚内瓜菜种植保险
赔付金额：486万元
案例摘要：2016年10月18日，受强台

风“莎莉嘉”影响，乐东农户潘某的700亩
瓜菜大棚倒坍，蔓藤折断，经济损失巨
大。经保险公司查勘和核实最终损失面
积，于2016年11月14日向被保险人支付
486万元赔偿金。

案例点评：海南是全国的“菜篮子”，
大棚瓜菜保险是海南保险业助力海南菜
篮子基地建设的一大有力举措。台风发
生后，保险公司开设理赔绿色通道，快速
及时的赔付为复种复栽抢抓了宝贵的农
时。

5、橡胶树风灾指数保险理赔更便捷
涉及险种：橡胶树风灾指数保险
赔付金额：87万元
案例摘要：2016 年，受强台风“莎莉

嘉”影响，万宁某农场种植的橡胶树大面
积折断、倒伏。经保险公司查勘核实，于
2016年11月14日向被保险人支付87万
元赔偿金。

案例点评：指数保险日渐被认为是一
种有效替代传统农业保险的风险管理工
具，具有交易成本低、理赔周期短、有效
防范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特点。橡胶树
风灾指数保险作为世行技援子项目的重
大成果，为海南广大胶农提供更为有效
的转移台风灾害风险的管理手段。

6、员工工伤有保障，企业风险可分担
涉及险种：雇主责任保险
赔付金额：51.8万元
案例摘要：2015年10月，某企业员工

田某、杨某在工地施工时不慎摔伤，导致
田某因重型颅内损伤死亡，杨某右桡骨
中段骨折。经保险公司审核，在雇主责
任险项下向田某支付 50 万元死亡赔偿
金，向杨某支付1.8万元的医药费。

案例点评：雇主责任保险为伤残者减
轻了因伤残造成的经济负担，有效分担
了企业承担的赔偿压力，减少了用工风
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压力。

7、不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又流泪
涉及险种：见义勇为人员人身意外伤

害无记名保险
赔付金额：60万元
案例摘要：2016年2月11日，唐某因

救助不慎落水的曾某不幸牺牲。经海南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和保险公司审核同
意，于2016年8月26日向唐某家属支付
保险金60万元。

案例点评：2016年6月，《海南省见义
勇为人员人身意外伤害无记名保险实施
办法》开始实施，海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出资250万元为全省见义勇为人员投保
意外险，赔偿范围包括身故和残疾赔偿
金、住院补贴和医疗费用，每人可获最高
67.8 万元的赔偿，全年全省赔偿金额不
封顶，凸显了保险在参与社会管理、弘扬
社会正气方面的影响。

8、保医疗风险，化解医疗纠纷
涉及险种：医疗机构医疗责任保险
赔付金额：28万元
案例摘要：海南省某三甲医院购买了

医疗机构责任保险。某万宁籍女患者，
因腰痛和两腿麻木到医院进行手术治
疗。术后患者出现急重病情，经抢救无
效死亡，引发医患纠纷。保险公司依据
海南省医调委的评定结果，最终赔偿患
者家属28万元。

案例点评：保险公司积极履行赔偿责
任，对患者家属进行了经济补偿，有效缓
解了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充分发挥了
医责险在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化解、保障
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9、交通意外险保驾驶人平安
涉及险种：交通意外险、意外伤害险
赔付金额：314万元
案例摘要：2016年3月19日，蒋某驾

车经海文高速公路某路段时，发生意外
车祸，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保险公司
经核实，于2016年5月27日向受益人支
付314万元意外身故保险金。

案例点评：被保险人在同一家保险公
司为自己分别投保了两款不同的都具有
意外保障的商业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
保险事故时，不论投保金额多少，向几家
公司投保，只要发生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内的事故，保险公司都要严格按照保险
条款进行保险理赔。本案即是高额投保
获得理赔的典型案例。

10、重疾为被保人提供高医疗保障
涉及险种：终身寿险附加重大疾病保

险、附加意外伤害险和附加意外伤害医
疗（多险种组合）

赔付金额：340万元
案例摘要：2015年底，钟某被人意外

打伤，造成颅骨严重损伤。经核实钟某
符合轻度重疾赔付条件，保险公司于
2016年4月支付23万元轻度重疾保险金
和 4.2 万元意外医疗费用。随后经专业
鉴定，钟某符合重大疾病和2级意外伤残
赔偿标准，保险公司于 2016 年 8 月支付
313万元保险金，累计支付保险金340万
元。

案例点评：本案属于高保额多险种组
合投保，不仅有终身死亡保障，还有轻度
重疾、重大疾病保障和意外伤害保障。
出险后，公司多次赔付后，仍然在定残后
再次确定理赔金额，让客户最大限度获
得理赔，以实际行动践行保险承诺。

11、组合险种投保，获全面保障
涉及险种：两全保险、附加重大疾病

保险和附加住院医疗保险（多险种组合）
赔付金额：18.91万元
案例摘要：2016年1月21日，符某因

解黑便入院治疗，经医院确诊为肝细胞
癌，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医治无效病故。
经公司核实情况属实，于 2016 年 3 月向
受益人支付医疗保险金 1.08 万元、重疾
保险金 5.13 万元、身故保险金 12.69 万
元，合计保险金18.91万元。

案例点评：两全保险是既保生存领
取，又保死亡赔付的一种生死两全保险，
该案属多险种组合投保，可在生存、死
亡、疾病、医疗等方面提供较全面的保险

保障，能有效的缓解就医时经济压力，为
家人的后续生活提供保障。

12、大病医疗保险减轻医疗负担
涉及险种：大病医疗保险
赔付金额：36.34万元
案例摘要：定安县某村村民冯某于

2015 年 12 月经广东省人民医院确诊为
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在该医院住院
治疗至 2016 年 5 月，治疗期间住院总费
用为 53.86 万元，合规医疗费用为 45.93
万元。冯某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获得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15 万元（最高可报
15 万），剩余部分由保险公司补偿 21.34
万元大病医疗保险金，两项费用共计获
赔 36.34 万 元 ，费 用 报 销 比 例 达 到
79.11%。

案例点评：大病医疗保险可加大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资金合理有效的利用，减轻
人民群众患大病时高额的医疗费用负担，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使群众有病不敢医治、
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得到有效缓
解。

13、学平险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涉及险种：学生平安保险
赔付金额：3万元
案例摘要：2016年2月29日，海口市

某小学校门外，一男子持刀行凶致6名学
生不同程度受伤。事故发生后，保险公
司立即启动重大事故理赔应急措施并开
通理赔绿色通道，事发次日，将每名被保
险人 0.5 万元赔偿款逐一送到学生家长
手上，合计赔款3万元。

案例点评：学生平安保险具有保费
低、保障较高的特点，学生在发生意外事
故后可得到更充足、更全面的赔偿，是学
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该案社会影响
较大，保险公司高效、快速和优质的理赔
服务为学生获得及时的医疗救助提供了
保障。

14、惠民保险让老年人更“保险”
涉及险种：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

（2013版）（简称：老龄险）
赔付金额：3.41万元
案例摘要：祁某（男，101 岁）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因烧枯树枝导致严重烧伤，
经医治疗无效死亡。经保险公司核实情
况属实，符合保险责任，于2016年7月28
日将身故保险金3万元及住院医疗保险
金0.41万元转至受益人账户。

案例点评：本案所涉及的险种为市民
政局出资为辖下60岁以上老人购买的意
外险。该险种有效的填补了高龄人群人
身意外伤害险的市场空白，且不必进行
体检，具有投保方便、保费便宜、保障较
高的特点，也体现了政府为民服务、关爱
老年人的惠民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