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保险帮你担责

给信用卡请个“管家”

新闻回放：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
2017 年 2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较 1 月末上升 69 亿美元，重返 3 万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我
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0051 亿美元，
较 1 月末小幅上升 0.2%。
点评：外汇储备的企稳回升证
明我国经济韧性足，发展动力仍然
强劲。一方面制造业仍具有较强国
际竞争力，产品出口创汇能力强；
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较好，仍受外
部资本的青睐。当然，这也与有关
部门强化外汇管理，打击“地下钱
庄”
，规范外汇使用相关。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
增强，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会有所缓
解，但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依然
较大，外汇储备规模可能在波动中
逐步趋于稳定。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本报记者 姚 进
近期先后爆出的两起医院感染
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医
院内部操作失误而导致患者感染，
由此造成的损失，医院方自然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需要进行赔偿。那
么，有没有一类保险可以为医院偶
发的医疗事故进行赔付呢？
那就是责任保险中的医疗责任
保险。很多个体消费者对这一险种
不是很熟悉，但对于医院来说却是
非常重要的险种。医责险是职业责
任保险的一种，除医院以外，
律师事
务所、设计单位等存在职业责任风
险的单位都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相
应的职业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对该
单位的职业人员在从事有关职业活
动时，因疏忽、过失造成第三者的财
产损失或人身伤害，依法应由单位
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在赔偿限额
范围内负责赔偿。
事实上，除了医责险，我国保险
行业还有其他责任险。责任险指保
险人承保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
责任的险种，
主要有公众责任保险、
第三者责任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
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等险种。
责任保险，适用于一切可能造成他
人财产损失与人身伤亡的各种单
位、家庭或个人。
比如，经营一家餐馆时可以选
择雇主责任险，简单来说是指以雇
主责任为承保风险的责任保险，承
保被保险人（即雇主）所雇用的员工
在受雇期间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与
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的工作时，因
遭受意外事故而受伤、残疾、死亡，
或患有与职业有关的职业性疾病，
根据法律或雇用合同应由被保险人
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职业责任保险保单的赔偿限额
一般为累计赔偿限额，
而不规定每次
事故的限额，
但也有些承保人采用规
定每次索赔或每次事故限额的方
法。法律诉讼费用，
一般在赔偿限额
以外赔付。需要提醒的是，
若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的赔偿金额超过保险单
规定的赔偿限额，
法律诉讼费用按赔
偿金额与赔偿限额的比例分摊。
如此看来，责任险一般是针对
企业机构的，那么个人能买吗？实
际上，个人责任险也是责任险里的
一个部分。比如说，如果是正在抚
养孩子的消费者，可以选择监护人
责任险，为孩子可能造成的责任问
题提供保障。而很多喜欢养宠物的
消费者，可以选择居家责任险，为宠
物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买单。还有，
如果是要出门旅行，不妨看看个人
旅行责任险，如果消费者在旅行过
程中因过失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
财产损失，按法律该由被保险人承
担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在保单
载明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责任保险的赔偿条件不仅要看
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且
取决于被保险人是否受到第三者的
赔偿请求。在损害事故发生后，被
保险人收到第三者的赔偿请求，且
保险人得到被保险人的出险通知和
索赔请求，才为被保险人承担经济
赔偿责任，或承担对被保险人的经
济损失补偿责任。和其他险种一
样，责任险也有很多免赔条款。比
如医责险中，被保险人或其医务人
员的故意行为和非执业行为就是免
责条款之一。这也给很多医务人员
敲响了警钟：一定要正规诊断、治
疗、使用医疗器械。

外储重返 3 万亿美元

▲ 现在用户普遍拥有
1 张以上的信用卡，信用卡
管 理 App 作为中立角色拥有
帮助用户管理跨银行多张信
用卡的天然优势。作为移动
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流量通道
和金融交易的撮合者，信用
卡管理 App 未来前景广阔

小微企业再减税
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的王珂是个信用卡
达人，工作 3 年来，前前后后办了 5 张信用卡，
平时购物、吃饭都会留心相应信用卡的优惠
活动。用起来虽然方便，但由于卡太多，王珂
常常会因为错过还款日而导致逾期。
自从下载了一个信用卡管家 App 之后，
这个烦恼终于迎刃而解。王珂告诉记者，
“通
过这个 App 绑定信用卡，绑定成功后可一键
查询每张信用卡的账单日和还款日，App 也
会在还款日前发出提示信息，防止逾期造成
信用损失”
。
王珂所说的信用卡管家 App，实际上就
是时下热门的信用卡管理工具类产品。据
了解，目前市场上热门的该类产品包括 51 信
用卡管家、卡牛信用卡管家和挖财信用卡管
家等。

优势：
多元智能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线信用卡管理主要
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各大发卡银行的自有
App，用于管理本行的信用卡，第二类就是 51
信用卡、挖财等第三方公司推出的信用卡管
家类 App。
“各大发卡行的自有 App 账单管理清晰，
查账、
还款、
分期功能齐全，
但缺点是不同银行
之间账户不通，跨行管理信用卡太麻烦，单月
的整体消费信息不够清晰，
用户无法对自己的
信用卡消费有清楚的整体认知，
不利于资金安
排。
”
51 信用卡金融中心总经理蒋燕青表示，
信
用卡管理 App 相对来说功能最齐全，以“51 信
用卡管家”App 来说，支持网银、邮箱、手输等
多种方式的导入，以及 51 人品宝、储蓄卡、微
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的还款，同时提供在线
办理信用卡、账单代偿、用卡攻略等与信用卡
相关的周边服务。此外，还有账单汇总分析、
提额、
卡包等帮助用户管卡的工具。
不仅如此，在挖财信用卡管家 App 中，对
信用卡使用还不太熟悉的“小白”，既可以在
挖财的服务窗中参与“额度测试”
“申卡进度”
查询，还可以和卡友圈的大咖们一起学习讨
论有关信用卡的各种知识。另外，App 界面
中有定期的卡片排行测评功能，清晰地罗列
出各张银行卡的优惠集合，用户可根据自己
的喜好来申请卡片，解决用户盲目办卡。在
信用卡还款功能上也很智能，实时到账，可使
用 储 蓄 卡 、支 付 宝 、微 信 等 多 种 还 款 方 式 。
App 还有不定期的活动可以利用还款金抵扣
账单金额。
“现在用户普遍拥有 1 张以上的信用卡，
信
用卡管理 App 作为中立角色拥有帮助用户管
理跨银行多张信用卡的天然优势。”随手科技
CEO 谷风表示，信用卡管理工具类 App 和用
户的利益是一致的，
因为其商业模式不在于通
过增加用户的负债来获得利息收益。

前景：
资本看好
“从技术与服务上来说，信用卡管理已经
相对成熟，但从盈利能力与规模上来说，行业

还有比较大的潜力待挖掘。”蒋燕青说。
据《2016 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
情况报告》显示，国内人均持卡量仅为 0.33
张，拥有信用卡的人群不足 3 亿，信用卡的整
体渗透率仍然较低。而持有信用卡的人群
中，大部分又都是单卡用户，对管理信用卡
的需求并不高。
“ 整个信用卡用户人均持卡
量在逐年上升，但相比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
的增长空间。”挖财信用事业部总经理金忠
堃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无卡用户会向有
卡用户迁移，单卡用户会向多卡用户迁移，从
而成为信用卡管理市场的目标群体。
“随着信
用卡的进一步普及，这些单卡以及无卡用户
都有可能成为信用卡管理用户，行业将迎来
一个长足的发展。”
实际上，行业的发展前景已经得到资本
的认可。如 51 信用卡在 2016 年获得 3.94 亿
美元的 C 轮系列融资；卡牛在 2015 年 4 月完
成 B+轮数千万融资，该轮融资由源码资本领
投，复星昆仲资本跟投。
“对风投来说，看中的
不只是信用卡管理业务，而是由信用卡管理
衍生出来的各种业务延伸。”蒋燕青举例表
示，如 51 信用卡从信用卡管理切入金融领域，
积累优质信贷用户、沉淀消费数据，并在这个
基础上，衍生出了理财、信贷等金融服务。去
年，51 信用卡旗下信贷撮合服务平台 51 人品
业务规模已近百亿元。
“基于信用卡大数据的金融服务正在高
速成长，作为移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流量通
道和金融交易的撮合者，信用卡管理 App 未
来前景广阔。”谷风说。
值得注意的是，金忠堃指出，目前信用
卡管理，以及相关的信用管理市场还处于起
步阶段，而功能有雷同，但是各家的定位和
发展方向上每家对需求的认知和方案，策略
上有不小的差异。如挖财信用卡管理是以
用户负债管理，以及今年围绕个性化的用卡
体验为核心，加强对信用卡人群的引导，让
用户更好地管好卡，用好卡，管好自己的负
债和信用。

关键：
功能优化
在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趋势下，带有记
账理财性质的信用卡管理 App 的流量入口价
值、精准大数据的聚合能力和对传统金融服
务价值链的整合具备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未
来要稳定持续高速发展，一方面要加强金融
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保持在个人金融场景服
务上的体验优势；另一方面在基于大数据的
个性化金融服务方面要加强平台建设能力。”
谷风表示，同时在涉及金融服务方面，要有充
分的风险控制能力。
“目前信用卡账单的导入以邮箱、网银为
主，
未来可以探索与银行共赢的合作模式。
”
蒋
燕青表示，
比如可以从信用卡管理向负债管理
扩展，
把个人的房贷、
车贷、
白条、
花呗、
水电燃
等负债打通进行统一管理，进一步提高便捷
性。还可以考虑建立家庭维度的金融服务闭
环，为普通家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包括还款、
理财、
借贷等。
此外，金忠堃表示，许多持卡人的手中往
往持有多张信用卡，部分缺少自我控制能力
的持卡人，往往过度透支。在他看来，从扩大
市场规模来看，应帮助更多用户建立信用，从
而获得包括信用卡在内的优质信用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专家表示，从消费者的角
度来看，选择信用卡管理公司，应重点考察公
司实力，选择行业领先的产品，稳健运营，企
业高速成长，经营良好的企业更为可靠。在
互联网马太效应下，选择不知名的产品可能
面临服务中断的风险。同时，还要关注公司
对信息安全的重视与投入，是否能有效保护
好用户的资产。
“初次使用的用户可以综合考虑市场排
名、
企业知名度、
评价等级等，
这些可以侧面反
应 App 在服务保障和安全性方面的状况。还
可以考虑信用卡周边服务的全面性、便捷性。
选择一个功能全面的平台可以实现个人所需
要的信用卡相关的所有服务，
可以减少在信用
卡管理上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
蒋燕青说。

上周(2 月 25 日-3 月 3 日）基金仓位微降

新 闻 回 放 ： 3 月 7 日，财政部
部长肖捷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今年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
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年应纳税所得
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都可
以享受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在
此之前，只有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30
万元以下的企业，才能享受企业所
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同时，为支
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将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的比例由 50%提高到了
75%，中小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研发
费用在税前扣除。
点评：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
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
总额的 50%，提供了 75%以上的城镇
就业岗位、60%以上的出口额。为
小微企业减税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
它们的负担，对于稳定就业、创造
新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经济增长都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再大
的企业也是从小微一步步长成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减
税也是放水养鱼涵养税源之举。

村镇银行资产破万亿
新闻回放：银监会农村金融部
副主任马晓光 3 月 2 日在银行业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村镇银
行 经 过 10 年 的 培 育 发 展 ， 目 前 已
成为扎根县域、支农支小的新生力
量，在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健全农
村金融体系、发展普惠金融和支持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末全国
已组建村镇银行 1519 家，中西部共
组建村镇银行 980 家，占村镇银行
总数的 64.5%。资产规模已突破万
亿元，达到 12377 亿元。
点 评 ： 从 2006 年 开 始 试 点 探
索，村镇银行发展至今已逾 10 年。
村镇银行对于促进农村地区投资多
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
活、服务高效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的形成，进而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
村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普惠，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下一步，村镇银行应当继续
坚持支农支小的服务定位，实现
差异化竞争，进一步强化风险防
范，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
本，筹集更多资金更好地支持
“三农”发展。
（点评人：金 风）

数据来源：银河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