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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保险市场上的产品越来越细

化了，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钱换回更多的

保障了。” 住在长沙韭菜园附近的史琴

琴看着手上的保单不禁感叹道。

记者在保险市场内发现，各大保险

公司为了抢占保险市场，纷纷推出各种

类型的保险， 不仅退货能得到保障，就

连针对游戏账号也有专门的险种了。

退货运费险：5毛能当10元用

“有了这个保险， 对我们买家来说

省去了和买家协商谁付运费的问题，进

一步保证了我们的权益。” 网购达人小

丽告诉记者， 她已经有8年的网购经验

了， 在网购中不免遇到一些瑕疵商品，

但是出于运费的问题， 如果不影响使

用，就会将就着用，现在有了这个险种，

她大可不必考虑到运费的问题，可以放

心退货了。

记者了解到，买家需要支付的退货

险保费视地区而定， 基本在0.5元左右，

其对应的保额为10-12元， 购买了该保

险的买家如果对购买商品不满意，与卖

家协商同意退货后，买家可先行垫付运

费，保险公司会在退款成功后72小时内

按合约进行赔付；同时，买家也可寻求

保险公司所指定的物流公司帮助。

但是，并非所有的退货运费都能得

到补偿，记者从相关条款得知，退货险

只针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商品，

且如果是由快递公司造成的网购物品

的损失和损坏， 也不在保险责任范围

内。此外，退货险只保顾客退货时的单

程费用，买家换货导致多支付的邮费还

需要个人承担。

网游责任险：保障玩家虚拟财产

“如果当时有网游责任险的话，我

就不会损失这么大了。” 小谢是个十足

的游戏控，长期痴迷于一款古装角色扮

演游戏，他告诉记者，玩网络游戏也不

是一年两年了，钱也花了不止一千两千

了，后来账号被盗了，密码等相关资料

都被改掉了，再加上设置的超级密码当

时没记，用身份证号码也登不上，最后

小谢只能自认倒霉，改玩别的相对安全

些的游戏。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目前

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4.57亿人，其

中66.5%为网络游戏用户， 规模达到

3.04亿人。 而这其中与小谢有过类似遭

遇的也不在少数。一些保险公司也正是

瞅准了这一新兴市场，推出了一款名为

“网络游戏运营商用户损失责任险”简

称网游责任险的保险产品。

记者走访相关保险公司得知，网游

责任险是由网游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

购买，按照保险合约来保障游戏用户以

及网游公司自身的相关利益。 比如，当

玩家的游戏账号数据发生被盗或丢失，

需由游戏运营商对玩家进行经济补偿

时，在游戏运营商赔偿玩家之后，保险

公司将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关责

任，向游戏运营商支付赔款，这样不仅

降低了网游爱好者的损失，同时也降低

了网游运营商的运营成本，提高客户对

游戏的信赖度，从而赢取更多客户。

■记者 杨斯涵 实习生 闫沁波

本报讯 7月12日，王丹、李双蓉等40名

来自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两高校的优秀学生，

经过两天的专业培训后， 正式进入到中国银

行湖南省分行麓谷支行辖属的各网点实践，

标志着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携手中南大学

和湖南大学举办的“服务社会、低碳生活”高校

网银体验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的举

办， 进一步融洽了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与两

所高校的战略合作关系， 开创了银行与高校

合作的新模式、新纪元。

■记者 陈张书 通讯员 杨修民

玩网游被盗号，保险公司可以赔

现年38岁的肖和全， 是祁东县步云

桥镇油塘村人。2002年3月，肖和全用多

年打工积蓄和妻子在步云桥镇江东街租

下了一间门面， 开起了“四元五金灯饰

城”，经过几年的奋斗，生意越来越红火，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2011年7月2日凌晨1时左右，因店内

电线老化发生故障引发特大火灾， 虽经

街坊邻居及县消防中队三个多小时的奋

力扑救， 大火终被扑灭， 但店内库存电

线、 灯具等价值30多万元的物资全被烧

毁，同时准备用于进货的2万多元现金也

被烧光， 三层房屋也损坏严重， 已成危

房。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对年迈

的母亲和两个正在读书尚未成年的儿

女，肖和全不知所措。

得知肖和全家遭遇火灾的不幸后，

湖南福彩立即伸出援手， 为肖和全送去

了福彩慰问金。 肖和全动情地说：“没想

到，福彩能在第一时间关心我，慰问我，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这份关怀；没

想到，平时买福利彩票是想帮助别人，这

次却帮助了自己。”

■杨健

火灾无情 福彩有爱

———湖南福彩关爱受灾彩民肖和全

特大喜讯 免费赠送价值 6300 元

“糖尿病多功能综合治疗仪”

� � � �最新医学数据显示， 糖尿病其致残率和致死率一直居高不

下，对我国糖尿病患者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国际权威糖尿病专家马丁提示:糖尿病并非不治之症，只是

如何选择治疗方法的问题，运用美国最新科技成果，利用生物电

去激活胰岛细胞结合药物导入直达胰岛受损组织， 完全可以恢

复胰岛细胞功能，改写糖尿病久治不愈的历史，光靠吃降糖药，

打胰岛素是不可能治好糖尿病的。

为了攻克糖尿病这一世界性的医学难题， 美国康派医疗

（港）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斥资三亿， 联合 55 家三甲医院及研究

院，汇聚 150 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花 10 年心血，运用最新科技

成果， 医用生物电技术， 成功的研究出糖尿病多功能综合治疗

仪，临床三年，已经帮助 5 万多例糖尿病成功康复，针对我国糖

尿病患者治疗方法不科学, 大部分患者对治疗已经失去信心，对

新方法不能接受。 为了给糖尿病患者树立一个正确的治疗理念,

由国际老年病预防委员会发起,�美国康派医疗（港）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斥资五千万人民币,本月面向全国糖尿病患者开展一次大

规模的“免费大赠送、献爱心工程”。根据患者的需要,只需拨打一

个电话就可免费得到一台价值 6300 元的糖尿病多功能综合治

疗仪，每人仅限一台。 凡积极参与本次活动的患者可享受首都权

威医学专家免费疗效跟踪服务，直到康复。

求赠热线电话：010-59510688

� � � �（本次活动只送治疗仪器，不赠耗材.另来电者都可获赠糖尿

病科普读物《糖友知音》）

长沙楚雅医院

湘雅附二、附三合作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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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疣·疱疹

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目

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

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家

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

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寻找多年反复发作病毒疣·疱疹患者优惠大活动

活动内容：体检费、检测费全免，治疗费、药费优惠 10%

活动时间：7月 10日—8月 10日

126元

快速

消除

皮肤白斑

皮肤白斑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病花

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趣，如治

疗不及时，有蔓延全身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个人形象及身心

健康。 目前治疗此病的医院很多，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能真正

治愈者少之又少，我院使用“复方白芷酊”为纯中药制剂，经有

关部门检测，能快速增强色素沉着，并采用内外互补标本施治，

使皮肤恢复正常。

长沙康达医院（省市医保定点单位）：使用“复方白芷

酊”快者 3-7 天见效，最慢 20 天见效（198 元 / 盒），签订协

议。 欢迎久治不愈或连续扩散的患者前来验证。 节假日不

休。 咨询热线：

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康达医院二楼，火车站乘 107 路，

市内乘 805、912、130、138路左家塘北下即到。

0731-84461322

高校网银体验实践活动

正式启动

如今保险市场上产品越来越细化，网上购物退货还能获赔偿。

记者 武席同 实习生 张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