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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下午，2015年海
尔净水洗热水器产品上市体验
会长沙站在奥克斯广场召开。
海尔热水器现场发布了行业首
创的净水洗技术， 重新定义健
康洗浴标准。

自7月份海尔净水洗热水
器推出以来， 脏水洗澡问题成
为行业舆论关注的焦点。 事实
上， 脏水洗澡问题一直是行业
秘而不宣的规则。 由于一般热

水器内胆存在很难流出的“死
水”， 反复加热后不仅形成水
垢， 还会让洗澡水中的细菌迅
速增多，让洗澡水变脏。

海尔净水洗技术就解决了
这个困扰行业百年的难题。它
能够让热水器内部97%的水流
动起来，不再产生死水。除此之
外，超高温灭菌、高温抑菌、材
料抑菌三种消除细菌的方式能
消除洗澡水中99%的细菌，为

消费者提供干净的洗澡水。而
搭载了净水洗技术的海尔净水
洗热水器， 更是在洗澡水新鲜
度、出热水量、加热速度三个方
面创造了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
协会在8月20日北京发布会现
场为海尔热水器颁发了世界纪
录证书。

此次，海尔热水器联合国
内权威机构共同发布的净水
洗标识，为消费者提供了选择

健康产品的重要参照，也被视
为海尔热水器近年来技术创
新的一个缩影。在互联网趋势
下，各行各业
都 在 发 生 着
颠 覆 性 的 变
化，海尔热水
器 也 在 顺 应
用 户 需 求 的
基础上，通过
技 术 创 新 推
出 更 加 个 性
化的产品。

海尔热水器首贴净水洗标识 成健康洗浴新标准

“我是一名孤儿。如果没有福彩
公益金的资助， 我就无法继续我的
学业，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接过
1200元福彩公益金后，来自湘西泸
溪一中的高三学生刘俊清笑容在脸
上漾开。

9月11日下午，“用善心点亮希
望”回访湘西州泸溪受助孤儿活动，
在泸溪县一中举行， 湖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党总支副书记柴李军一
行慰问19位受助的孤儿，为每人送
去了1200元福彩公益金。柴李军副
书记鼓励孤儿， 要以积极的态度面
对生活， 克服暂时的困难， 刻苦学
习，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
社会的栋梁，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自2010年省福彩中心团总支
参加省直青联开展的“用善心点亮
希望”资助泸溪孤儿活动以来，每年
申请福彩公益金定向资助19名孤
贫儿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今年已
是湖南福彩连续第六年关爱资助泸
溪贫困孤儿。6年来， 省福彩中心团
总支从未间断跟孩子们的联系，每
年定期走访，了解他们的近况；组织
捐款捐物活动，帮他们解决学习、生
活上的困难； 组织青年团员与孩子
结对联系，互通书信，给孩子们更多
关爱。截至目前，在资助的114名孤
儿中，已有37名顺利考入了大学。

“用善心点亮希望”关爱泸溪贫
困孤儿爱心活动的持续开展， 不仅
有力地彰显了福彩“救孤、济困”的
公益宗旨， 同时也是湖南省福彩中
心党团总支认真践行“三严三实”，
密切联系群众， 服务回报社会的有
力体现。 ■刘菲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 你是
不是也在计划一场“说走就走”
的境外旅行？不过，近年来涉及
中国游客的安全事故常有发
生，出国旅游暗藏风险。

对此， 当下不少旅游电商
平台上涌现出多款“贴心险”，
旅行取消、 财产遗失甚至是银
行卡盗刷等都可承保。 不过记
者发现，“贴心险”固然便利，但
背后依然有限制，比如“高原反
应险”只针对特定几个地区，一
些国家具有争议的地区不被承
保，游客在按需购买时需注意。

旅行保险多达数十种

近年来， 出国旅游渐渐风
行， 但境外旅游面对陌生的环
境，加之语言沟通障碍，可能会
遭遇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出境旅游事故多发， 自然
需要保险保驾护航。9月1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通过淘宝保险
频道检索境外旅游保险， 结果
显示目前在售的形形色色的旅
游保险产品多达数十种， 比较
实用的保障包括意外、医疗、紧
急救援保障， 另外还有旅行延
误、行李丢失、证件遗失、银行
卡盗刷等保障。

除了种类繁多， 进入9月以
来， 旅行险销量也开始攀升。记
者在淘宝网上发现，平安保险推
出的境内个人短期度假旅游意
外医疗保险累计销售37.2万份，
美亚保险境外个人短期度假旅
游意外险累计售出21.8万份。

随身财物险不保现金损失

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
保障内容涵盖旅行延误、 旅行
取消、 行李丢失、 银行卡盗刷
等， 几乎将游客旅途中潜藏的

风险“一网打尽”。但这背后实
际上存在诸多限制， 游客一不
小心就会忽视其中的不承担范
围和“免责内容”。

记者在体验中发现： 不少
境外游险注明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 针对老人和未成年人的境
外旅游保险， 在保额方面还有
特殊规定； 有些去国外旅游的
保险中不包含紧急救援服务，
需要游客自行考虑购买。

此外， 太平洋保险湖南分
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过往的理
赔案例中， 现金损失的出险频
率较高，在保险产品中，常见的
“个人随身财物”保障其实不包
含现金损失，现金损失属于“个
人钱财损失”保障范围。因此，
网民在投保前， 需要向客服人
员求证拟投保的产品中是否提
供现金损失的保障。

通过微信就能投保

随着旅游市场个性化需求
的攀升， 为游客出游安全保驾
护航的旅游保险如今也开始爱
上自由。

除了产品创新， 中国人寿
湖南分公司还针对客户临时改
变旅游行程，推出了四种套餐，
保险期分别为7天、14天、1个月
以及1年，对应的保费为214.37
元、428.75元、441.0元和2205
元，保额最高可达30万元。

保险定制时代来临， 支付
方式自然愈发便利。记者发现，
现在多数保险公司都开通了微
信服务。 中国人寿长沙分公司
产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
通过微信投保， 投保人输入身
份证号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定制产品并进行支付， 出电
子保单后投保生效。”

■记者 潘海涛 蔡平

经济信息

湖南福彩连续六年
泸溪开展孤儿助学

境外旅行险品种多，花样也多
旅行取消、银行卡盗刷等都可承保；购买需注意不承担范围和“免责内容”

●高风险地区不承保
国内在售的旅行保险部分地方不能承保，如阿富汗、

缅甸、刚果、东帝汶、伊朗、伊拉克、卢旺达、苏丹等国家。
消费者如果前往这些国家，需要权衡一下风险。

●境外出险如何救援
应尽快拨打保险公司理赔专线及时报案，按照保险公

司提示保留可能需要的旅行行程单、登机牌、护照、身份证
明、就医记录凭证及费用凭证、物品清单和票据等，必要时
请求紧急救援。回国后将资料一并交给理赔人员。

旅游合同里有保险，自
己还需要买保险吗？

记者获悉， 市面上的旅
游保险一般分成两大类，一
类为旅行社购买的旅行社责
任险， 一类为游客个人自愿
购买的旅游意外险。

湖南宝中旅游相关负责
人解释， 旅行社责任保险的
投保人为旅行社， 投保后，一

旦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
对旅客造成了责任事故，将由
保险公司对受害旅客进行赔
偿，而对于旅客因个人外出等
原因造成的意外事故、医疗费
用支出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
此旅客有必要为自己购买一
份旅游意外险。 一般来说，国
内游的团费不包括旅游意外
险，需要游客自行购买。

释疑 防意外需自行投保

小贴士

■漫画/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