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險公司對新型肺炎部分措施
友邦香港：
◆若確診而需隔離，將提供一筆過「診斷賠償」15,000元；

◆新客戶在隔離期間可獲每日700元賠償，長達30日；

◆新客戶若因新型肺炎不幸離世，將獲發放150,000
「身故賠償」；

◆放寬住院限制、理賠申請遞交時間限制。

英國保誠：
◆若確診而需住院，將提供每日600元的住院現金保
障，長達45日；

◆靈活處理內地理賠醫院限制；

◆取消住院申請時效要求。

宏利香港：
◆若確診而需住院，將提供每日600元的住院現金保
障，長達45日；

◆若港澳政府指令受保客戶需強制隔離，提供一筆過
3,000元特別現金保障；

◆若受保人確診，因應家人可能要面對家居隔離，提供
一筆過2,000元特別現金保障；

◆索償申請除適用於內地指定醫院，包括其他獲政府公
佈之定點醫院等。

AXA安盛：

◆若確診而需住院，將提供每日700元的住院現金保
障，長達45日；

◆若在港、澳或內地懷疑或確診，毋須申請住院預先批
核，亦可以申請相關理賠；

◆如因懷疑或確診而需入住隔離病房，不論入住病房的
種類，均可申索合資格醫療費用；

◆設熱線接聽客戶查詢等。

保柏香港：
◆若確診而需住院，將提供每日800元的住院現金保
障，長達45日；

◆若確診而需住院，可根據保單之條款，保障一切住院
期間所需的治療費用；

◆如因隔離原因需要入住更高級別的病房，可豁免病房
級別提升的調整；

◆設24小時健康專線及熱線接聽客戶查詢等。

永明金融：
◆若客戶在內地接受治療，接受指定級別以外的內地醫
院理賠申請；

◆倘因治療延誤保費繳付而導致保單終止，可享自動續保；

◆理賠手續以轉數快特快過數等。

中國太平：
◆指定客戶到門診醫生診症及治療費用不超過2,000
元，可透過手機申請理賠，24小時到賬；

◆取消相關治療項目的書面轉介信；

◆取消傳統中醫藥物兩包費用的限制等。

註：保險條款應以保險公司最新公佈為準

製表：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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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解碼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購買年金最多可扣稅6萬

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去年四月，政府公
佈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名單。同時，政府
亦為納稅人就認可合規的延期年金計劃提
供扣稅優惠，以鼓勵市民為退休生活作及
早儲蓄。每位個人名義投保人可享有最高
每年6萬港元的稅務扣除，即每年節省高
達10,200萬元的稅款，變相為保障增值，
打工仔就可更輕鬆地為退休作準備。

靈活繳付及支取年期
至於年金是否越長壽就越「抵」，需視

乎不同的計劃所提供的選擇，現時有部分
延期年金計劃的投保範圍廣泛，由18至
65歲，年金領取人亦可選擇5或10年的保
費繳付年期，更提供不同的支取年期，例
如派10或20年，以配合不同人士的退休
所需。此外，市民可考慮市場上部分計劃
容許年金領取人即使在保單生效後，仍可
選擇更改支取年金年齡，這樣就更能彈性
自訂一個切合自己的退休方案。

普遍市民對延期年金存有的誤解之
一，就是以為延期年金一定派終身，而
年金領取人需要與年金「鬥長命」才能
回本。事實上，現時的延期年金的回本
期較政府的公共年金短，並不需要「鬥
長命」以獲取更高回報。另外，延期年
金設有身故賠償，即使被保人不幸過
身，受益人亦可獲已繳付的總保費，有
些計劃甚至是已繳保費總額120%的賠
償，讓年金領取人未雨綢繆，當遇上突
發事故時加倍安心。
因此，在為退休策劃時，打工仔或準
退休人士可考慮延期年金計劃，保證成
分高之餘亦毋須「鬥長命」，亦可藉此
養成穩健的儲蓄習慣，同時盡享扣稅優
惠，可說是一舉三得。
■AXA安盛首席人壽保險業務及市場拓
展總監左偉豪

註：保險產品的賠償須受有關保單的
條款及不保事項限制。

Smart營商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連鎖零售專才將向數碼化傾斜

香港文匯報訊 德勤與中國連鎖經營協
會近日聯合發佈《2019中國連鎖零售業人才
供需及新職業新崗位發展研究報告》，深入
分析數碼化時代連鎖經營行業的人才需求現
狀，以及行業內崗位發展的轉型之路。

倉庫管理等職能或被替代
截至2018年底，中國零售業從業人員逾

5,000萬人，佔全國總就業人數超過7%。
與此同時，該行業正經歷技術創新帶來的
行業變革，雲端計算、人工智能、大數
據、物聯網、生物識別等技術重新定義未
來商業模式，科技公司也借助技術優勢進
入零售行業，以顛覆性力量挑戰傳統連鎖
企業的市場地位。
技術創新令連鎖零售企業人才需求出現

變革。報告指出行業未來可能新增的職能
將以全面數碼化為核心展開，而大數據分
析、營運管理、全渠道銷售、數碼化行銷
和客戶關係管理則是行業未來的五大新增

職能。而包括倉庫管理、物流計劃、門店
支持、財務分析和IT系統支援這些職能則
可能因技術發展而被智能技術替代。
報告估算，連鎖零售行業目前的人才需

求總量為每年534萬，人才缺口達477萬
人，可見企業正面對人才供不應求的挑
戰。保持具競爭力的薪酬水平一直是連鎖
企業用於激勵人才的常用方式，大部分連
鎖經營企業也開始關注員工的培訓發展，
以吸引和保留人才。
報告的另一建議是加強校企合作，善用各

類外部資源佈局人才發展生態鏈，打造行業
人才發展的重要途徑。報告又指出，企業可
因應主流勞動力變化，探索多樣僱用方式，
例如千禧一代對靈活就業的接受度高達
84%，靈活就業可讓企業根據需求的峰谷期
制定不同的用人計劃，從而控制人力成本效
能。中國的靈活用工人數自2013年開始逐步
提升，但目前佔比僅為9%，不到日本的四
分之一，仍有較大開發空間。

買保險要識揀
種類

保障條件

賠償方式

賠償條件

■製表：記者馬翠媚

人壽保險

意外身故、疾病
身故及自然身故

一筆過賠償

因新型肺炎身故

危疾保險

身故或患上
指定危疾

一筆過賠償

因新型肺炎
身故或符合
危疾定義

醫療保險

意外或疾病導致
住院或手術

實報實銷賠償

因新型肺炎需住
院或做手術的相
關醫療費用

旅遊保險

旅程中意外

一筆過或實報實銷賠償

因新型肺炎而導致海外醫療及有
關費用、住院現金津貼、出發前
受保人或其直系親屬因新型肺炎
死亡、重傷、病重而取消旅程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散，在
保險公司積極推出相應措施同時，外界
關注疫情對保險公司帶來的潛在影響，
包括將陸續面對的索賠開支等。有分析
報告認為，除非新型肺炎疫情比2003年
沙士嚴重，否則相關索賠開支影響不
大，但短期而言可能影響保單銷售。

影響銷售比理賠更大
高盛認為，在未考慮疫情爆發的情況

下，在理賠層面而言，相信對內地險企
直接影響有限。該行解釋，因為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並未被大部分重疾保單所覆
蓋，而相關保單佔整體健康險市場約
60%，加上內地政府早前已宣佈將為感染
新型肺炎病人提供社保保障範圍外的額
外補貼，料有助內地險企減少潛在醫療

開支。
不過，高盛認為疫情對險企的銷售比

理賠影響更大，主因在疫情持續擴散
下，客戶或較為抗拒與經紀會面，因此
無論是內地或香港保險公司的銷售都可
能受影響，然而該行亦認為隨着疫情進
一步發展，料客戶對醫療保障的了解或
增加。
香港方面，瑞銀認為本港要求集中在

公立醫院治療有關個案，加上私家醫院
床位有限，如果受保人一旦確診感染新
型肺炎，或最終只可以入住較便宜的公
立醫院。
該行亦提到友邦（1299）前景，認為
新型肺炎相關索賠開支只是相當於友邦
的盈利1%以下，相信風險可控，維持友
邦目標價90元及買入評級。

政府補貼病人 利空保險股
隨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持續在全球多個
地區出現確診案例，不少市民都擔心會否
演變成翻版沙士，相信亦打亂了不少港人
的旅遊大計，如果有旅遊計劃的市民，正
打算購買或已購買旅保，不妨在出發前先
了解保險合約條款，到底保險如何保障因
新型肺炎等傳染病所引致的索償。

每人保額可達數萬元
雖然坊間的旅遊保險條款都不盡相
同，但整體而言，目的地爆發傳染病都
是旅保常見的受保原因，通常在出發前
數日，如因應目的地爆發傳染病，而取
消、縮短甚至更改旅程，其不能退回的
旅行費用包括旅行團費、訂金、住宿及
交通費用，均可獲得賠償，賠償金額則
視乎保單內容，每人保額通常可高達數

萬元。
除了目的地爆發傳染病外，通常在出發

前數星期內，若受保人被確診染上傳染病
導致被強制隔離，或者受保人、其直系親
屬死亡、遭受嚴重損害或患上嚴重疾病，
亦可以獲得賠償；如同行旅伴不幸患上肺
炎而病重或死亡，而影響了行程進度，同
樣可以獲得賠償。

外遊時患病 保留單據索償
如果在旅遊期間不幸確診感染新型肺

炎，大部分旅保會提供海外住院、門診、
住院現金及手術保障，受保人需保留當地
所有收據、證明文件及醫療報告等以便日
後提出索償申請。而因應新型肺炎有潛伏
期，即使在旅遊期間未有發病，部分旅保
在傳染病條款中，會清楚列明在回港後一

段短時間內確診，都可以獲賠償，保額則
視乎保單而定。
值得留意的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是已存在的病症，如果受保人仍然打算前
往疫情較嚴重的湖北等地，就算買了旅
保，保險公司都不一定會對此舊症作出賠
償，因此市民投保前最好了解清楚保單內
容及條款，尤其是對傳染病的定義及受保
條件等。
另外，有不少保險公司就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作出相應措施，包括AXA安盛旅保表
示，如取消原定前往武漢的行程，可申請
保費退款，而太平旅遊寶則表示，如果在
1月23日前投保，並在出發前決定
取消到武漢或途經武漢市的旅
程，在沒有索償情況下，可申
請退回已繳保費。

買旅遊保險 目的地爆傳染病有得賠

本港上月22日出現首宗確診新型
肺炎個案，多間保險公司先後

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提出額外保障及
理賠措施，而且大部分均適用於現有
保單客戶，保險種類由人壽保險、危
疾保險、醫療保險、旅遊保險不等，
保障條件包括身故、患上指定危疾、
或疾病導致住院或手術等，都可以申
請索償，同時多間保險公司已設立熱
線解答客戶查詢。

保柏住院現金保障800元
若客戶確診新型肺炎，保柏香港將
提供800元住院現金保障，暫時在眾
多同類型保障計劃中最高，而英國保
誠、宏利香港、AXA安盛將分
別提供600元、600元及700元
住院現金保障，住院期最長45
日，無須等候期，意味一旦受
保，已可即時申請索償。外界目前對
新型冠狀病毒所知不多，或面對十分
突發情況，這樣的安排非常有幫助。

強制隔離可申請特別保障
除了住院現金保障，宏利香港更提
供強制隔離保障，若港澳政府指令指
定客戶需強制隔離，將提供一筆過
3,000元特別現金保障；如受保人確
診，因應家人可能要面對家居隔離，
將提供一筆過2,000元特別現金保
障。而AXA安盛亦表示，若指定客
戶在港、澳或內地懷疑或確診，無須
申請住院預先批核，亦可以申請相關
理賠。友邦香港則向確診並需要隔離
客戶提供一筆過15,000元診斷賠償，
全新客戶可獲每日700元額外賠償，
最長30日。

因治療延誤繳費 可自動續保
其他保險公司亦提出不同措施，其
中永明金融表示，倘客戶因治療延誤
保費繳付而導致保單終止，可獲自動
續保；中國太平亦表示，指定客戶到
門診醫生診症及治療費用不超過
2,000元，可透過手機申請理賠，24
小時到賬，同時取消傳統中醫藥物兩
包費用的限制等。
有保險界人士透露，在各大保險公
司「出招」後，雖然因應新型肺炎而
有意投保的客戶不多，反而最近接獲
不少現有已投保客戶查詢，如因應新
型肺炎而受影響的事項是否在理賠範
圍內、保險公司對傳染病詮釋及理賠
條件等，以及保險公司就新型肺炎而
作出的措施細節等，另外亦有客戶查
詢保障範圍較廣的醫療保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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