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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单位缴纳的有职工
医保，报销比例也挺高的，还需
要再买商业保险吗？”近日，有
市民提出这样的疑问。随后，
笔者咨询了市区多家保险公司
的专业人员了解到，社保和商
保，同出一门，同是保险，在医
疗保障作用上可互为补充，但
它们却各有特点，有相同处也
有不同处。

简单说说医保

笔者了解到，医保，即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
个人账户构成。职工个人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将进入到个人
账户中，而单位为职工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有一部分将划
入个人账户，而另外一部分将
划入统筹账户。

其中个人账户里的钱归个
人所有，用于支付门急诊医疗
费用、统筹基金报销起付线以
下的费用。统筹账户报销的是
达到统筹基金起付线，而低于
统筹基金报销上限的费用，报
销比例一般为70%-90%。

个人账户一般用于支付：
门诊、急诊医疗费用；在医保定
点药店购买药品的费用；基本
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起付线以下
的医疗费用。而统筹账户一般
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特殊
门诊费用如肾透析、恶性肿瘤
放疗、化疗费用等。

“社保只是最基本的保障
形式之一，可以理解为一种社
会福利。”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的
客户经理赵先生介绍，社保是
面向全社会的福利，涉及人群
众多，所以社保的报销力度是
很有限的，只能满足群众最基
本的需求，为群众提供基础的
医疗保障。

也就是说，医保能够为患
者分担一些费用，缓解经济压
力，但是仍有一些医疗费用是
医保无法覆盖到的。比如：只能
报销医保目录内的费用，其余的
需自费；多数治疗效果较好的进
口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内，属于自
费药；设有医保报销比例，不能
百分之百报销，存在自付比例；
统筹账户设有最高支付限额，超
过限额的不予报销。

商保可弥补医保不足

据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售后理
赔部的工作人员郝女士介绍，
医保对于核磁共振、伽马刀这
些检查费，还有高端诊疗技术
也是不报销。很多人在不幸患
上重大疾病后，比如癌症，才发
现真正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
都是医保不能报销的。

“另外，如果发生了重大疾
病，除了会产生直接的医疗费用
以外，还会产生一些容易被忽视
的间接费用，比方说护理费、营
养费、康复费，收入损失费用等
等，而这些间接的费用社保没办
法报销，是需要我们自己负担
的。”郝女士说，“就拿收入损失
费用来说吧，本来患上重大疾病
之后，家庭支出就比较大了，同
时因为暂时没办法工作，收入也
中断了，这样一来就会打破我们
原来家庭财务的正常状态，带来
巨大的压力。”

所以，如果平时只是患上
一些小的病痛，靠医保或者我
们自己的积蓄是可以负担的；
但如果发生了重大疾病，就不
能指望医保能覆盖所有的费用
了。如果在买了社保的基础
上，还购买了重疾险或者住院
医疗险这一类商业保险，那么
社保不能报销的费用都可以通

过商业保险来报销。
举个例子，某人生病住进

了一所三甲医院，单纯的医疗
费用一共花了 30 万元。其中
社保报销了10万元，剩下的20
万元需要自费，但因为他之前
买了一份商业住院医疗险，报
销的额度最高是 100 万元，所
以这 20 万元他几乎可以一分
钱不用花，全靠商业保险就报
销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购买
的是重疾险，在出险之后并不
是根据医疗单据上的金额，花
多少报销多少，而是在保险公
司那里直接拿到一笔合同约
定的保额，也就是赔付金。

“这笔赔付金，我们除了
可以拿来支付治疗费用，还可
以覆盖我们上面所说的所有
间接费用，大大降低了我们的
负担。所以说，商业保险弥补
了社保的不足，是一个很有必
要的补充。”郝女士说。

商保、社保都不能少

既然商业保险能做到那么
全面，那我可不可以只买商业
险不买社保呢？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中心支公司的工作人员付
女士认为，社保毕竟是国家给
予的基本福利，保障时间也比
较长，保费比较低，如果是企
业员工，其中的一部分费用还

是由单位帮助缴纳的，所以应
该要尽量参保。

“另外，如果没有参加社
保的人想购买商业住院医疗
险，保费一般来说会比已经参
加社保的人更贵。”付女士说，

“这也很好理解，没买社保，出
险的时候保险公司的赔付金
就要给得更多，保费肯定要贵
些。”

此外，付女士建议大家，
在社保基础上一定要补充搭
配商业医疗保险和重疾险，提
高自己和家人的保障水平，这
样才能无惧未来的疾病和家
庭经济风险，让自己和家人有
备无患。

最后，她提醒市民，商业
保险的种类很多，有保障型也
有理财型，如果不了解，盲目
投保的话，很容易造成保障错
位，这也是有些人会觉得买的
保险没发挥作用的原因。比如
说，不能通过重疾险来养老，也
不能指望理财险能报销医疗费
用。这都是没有了解过具体险
种的作用是什么，以至于陷入

“买了保险却没有保障”的尴尬
之中。所以，消费者应该在完
善好社保的基础上，再根据自
己的具体情况选择购买商业保
险。有了两者的双重保护，才
能保障我们更好的生活。

（武秋红）

近日，笔者发现不少消费者在购买
保险的时候，都遇到过不知道该怎么选
择的问题。我们都了解：保险消费有其
特殊性，需要消费者提前了解的知识也
比较多。面对复杂的条款和眼花缭乱
的产品，不妨多一点耐心去了解，提前
了解得越多越细致，就越能选到符合自
己和家庭需求的产品。今天，保险公司
的专业人员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买保险
前，需要提前明确的几个问题。

问题一：弄明白买保险的目的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中心支公司的业务人员杨先生表示，
想要弄明白买保险的目的，我们得先明
确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买保险？

“很简单，因为人的一生，是伴随着风险
度过的。认识风险，化解风险，是我们
人生的重要一课。”其次，想用保险解决
什么问题？总是有消费者在诸多保险
产品前不知所措，其实挑选产品前，冷
静想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看看自己的
需求是什么？哪方面问题是需要保险
为你解决的？有了这个答案，接下去就
能大致有一个选购产品的思路了。

问题二：究竟该选哪类产品？

消费者究竟该选哪类产品？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
中心支公司的工作人员胡女士认为，对
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那
就是保险的本质是保障功能，不是理财
也不是投资，而是切切实实转移人生风
险的工具，具有无可比拟的保障功能。

具体来说，保险就是要保障人身最
基本的三大类风险：身故、意外伤害和
疾病。对应的保险种类分别是人寿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这三者共
同构成了“全面保障、稳健理财”的“金
三角”。在可供选择的险种中，要仔细
分析和比较相关险种的投保条件、保险
责任、责任免除、缴费方式和保单的附
属功能，选择与自己风险保障需要最大
限度吻合的保险产品或保险产品组合。

问题三：弄明白保险选购的顺序

购买保险时，消费者还要清楚选购
保险的顺序。这里所说的保险选购顺
序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为家庭成
员选购保险的顺序，第二则是保险产品
的选购顺序。对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我
们需要了解谁发生意外，对家庭影响最
大？以此来决定先为谁选购保险以及
保障做多充足。而对于第二个层面的
含义，投保的原则是：从自己的实际情
况出发，按照风险管理的先后顺序进
行，先保对家庭影响较大、易发生的、时
间上较为紧迫的问题，然后逐步完善家
庭保障。

按照险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消费
者购买保险时可以参考以下排序：A.重
大疾病保险；B.住院医疗保险；C.人寿保
险；D.意外伤害保险；E.儿童教育保险；F.
养老年金保险；G.其他终身寿险或新型
人身保险。

问题四：该支出多少保费？

“其实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我
们都了解，保险业有个经典双十法则，
即：保费以个人年收入的10%，保额为家
庭年收入的 10 倍来计算。”杨先生说。
但是，有些消费者在实际选购产品时，
往往会忽略这个原则，要么一味追求高
保额高保障，进而造成保费增加，要么
就保障不足，家庭面临一定风险。此
外，大家还要明白，保险并不是一次选
购就能到位的，大家要根据家庭角色变
化和人生阶段来不断调整保障，再确定
合适的保障额度和缴费方式。（武秋红）

买保险前你需要
弄清这几个问题

近日，笔者发现，线上投保
以其方便快捷、价格优惠、选择
较广等优势逐渐被消费者接受
和认可，身边有不少消费者打
算网上购买保险。那么，网购
保险需要注意些什么？消费者
网购保险时怎样规避存在着的
一些风险？

警惕“吸睛”产品，小心
搭售套路

笔者发现，当我们打开互
联网保险的页面后，有时能发
现一些特别“亮眼”的产品，这
些产品网页上的宣传内容看起
来非常吸引人，容易引起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对此，保险公
司的专业人员要提醒你的是：
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吸睛”产品

“吸”了理智。在选择购买之

前，要看清这类产品是不是某
些保险机构为片面追求关注度
和销售量而推出的，宣传内容
是否规范、网页所载格式条款
的内容是否一致。此外，还要
警惕网上条款是否存在显示不
全、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等问
题，以免被误导。

此外，消费者在某些在线
旅游平台（OTA）或网上 APP
订购机票、火车票时会遭遇被
默 认 勾 选“ 搭 售 ”保 险 的 套
路。通常来说，这种“搭售”形
式是在票务、酒店预定页面设
置了默认勾选项，比如勾选了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退票险
等，由于勾选项字体偏小或不
易引起注意，致使消费者在不
留意的情况下没有取消勾选
项，从而被选购了相关保险产

品。另一种形式则是通过附
加条件“搭售”保险，比如在提
供某些优先服务时将购买相
关保险产品作为附加条件，消
费者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要谨慎，以免中了搭售套路。

“高息”产品或暗藏骗
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的工
作人员郝女士提醒消费者，在
网购保险的时候不要被所谓
的“高息”产品所诱惑，要警惕
这类产品是不是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互联网平台虚构保险
产品或保险项目来进行非法
集资。

“这类产品或承诺高额回
报引诱消费者出资，或冒用保

险机构名义伪造保单，往往涉
嫌非法集资，给消费者造成经
济损失。”郝女士说。

因此，在选购保险的时
候，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看
清保险条款很重要。消费者
要主动点击网页上的保险条
款链接，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和
投保须知等内容，知道自己要
买的产品是什么，了解它的特
性。

投保前应该注意查阅简
要的产品介绍，包括具体的保
险利益、保障责任、除外责任
等。投保后拿到电子保单或
纸质保单后，还应查看一遍条
款，着重看清条款中有关保险
利益除外责任免赔天数（免赔
比例）等特别重要的部分内容。

（武秋红）

有了医保，还需要再买商业保险吗？

提前知风险，网购保险更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