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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数据显示，人的一生中患重
大疾病的概率高达70%，重大疾病并
不等于绝症，但如果治疗，医保并不
能完全解决昂贵的医疗费，那么对
于普通人而言，除了医保之外，还需
要配置哪些商业保险呢？对此，中
国人寿四川分公司有关人士表示：

“商业保险在完善医疗保障方面主要
侧重于额外给付、品质医疗，主要包
括重疾给付、自费补充及津贴补充三

个方面。”在面对电影中这样的重大
疾病时，重疾给付就会为个人和家庭
解决重大的经济压力，重疾给付额度
不受医疗支出的限制，能够较好地补
充医疗过程中的收入损失以及术后
康复阶段所需的费用。同时，自费
补充可以帮助患者选用更好的药
物，接收更好的治疗；最后津贴补充
是专项给予住院期间每日固定额度
的津贴补充，可以用于住院期间的

营养改善、护理人员雇佣等费用支出
的补贴，一定程度上促成术后恢复。

除了基本保障之外，在现代社会
保险还具有着怎样的功能？“人生无
处不在四大风险：意外、健康、养老、
财务，每个家庭、每个人都需要进行
风险管理。现代社会保险是一种科
学的制度安排，通过向保险公司投
保，将风险和损失转嫁到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四川分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有保险的人生也许无需“药神”

关爱家人 中国人寿四川分公司为爱加保
最近，《我不是药神》在各大影院上映，口碑爆红，这部电

影反映出了癌症专用药物昂贵的状况与重大疾病对普通家
庭的巨大摧毁力。电影中有一个片段，患者抓着警察的手，
让他不要逮捕卖药的男主人公，并一遍遍重复着我不想死
这四个字。然而，如果这位患者拥有商业保险的话，她的人
生可能不会这样绝望。为此，中国人寿四川分公司近日接
受媒体访谈，聊一聊商业保险对于家庭的意义。

2017年12月25日，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总经理郎中伟（前右）
向青川县瓦砾乡乌龙村驻村帮扶干部王柯签发全省首张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保单。 李逸楠 摄

据了解，针对个人和家庭成员
的保障，中国人寿从养老保障、重疾
保障和医疗补充保障三大类需求出
发，有针对性地开发了专项产品。
中国人寿四川分公司相关人士向笔
者介绍到：“首先，养老保障是必需
品，为提升养老保障，专项开发了盛
世传家终身寿险，能够为不同年龄的
客户，通过产品提前做好养老补充、

子女教育、资产传承等方面的规划。
其次，针对重疾保障，中国人寿开发
了国寿福优享版产品，提供了100种
重疾和30种轻症保障，同时为投被
保险人分别提供重疾豁免和轻症豁
免。最后，医疗补充保障是一个家
庭需要考虑补充的保障。中国人寿
开发了如E康悦系列产品，主要针对
客户超过起付线以上符合报销部分

费用进行全额补充，能够最大程度
缓解客户的高额自费医疗支出。”

中国人寿目前市场上在售的重
大疾病保险产品，主要包括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制定《重大疾病保险
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包括恶性
肿瘤、急性心肌梗塞等在内的的二
十五种疾病，并仍在不断调整与完
善。 （陈子阳）

填补医保空缺，转移人生风险

三大类保险选择丰富 重疾产品保障广泛

中海677米“成都第一高楼”意向方案首次公布
融入山水画意境 重现“窗含西岭千秋雪”

有望成为
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

成
都
中
海

2017年 11月 28日，在成都市
公共资源交易大厅举行的成都
土地拍卖现场，中海地产最终通
过抽签方式，以成交单价1600万
元/亩拿下了位于天府新区秦皇
寺板块的299亩地块。根据土地
出让方案，该地块可以建 677 米
的高楼。若大楼建成后达到这
一高度，将超越 632 米的已建成
的上海中心大厦，有望成为“中
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由绿地
所保持的468米的成都天际线也
将被刷新。

按照该区域产业发展要求，
宗地范围内须建设建筑面积不少
于35万平方米，集观光、旅游、酒
店、办公为一体的超高层地标性
建筑以及建筑面积不少于 15 万
平方米、包含高端酒店式公寓及
特色商业街区的总部经济商务配
套区。

天府早报记者梳理发现，目
前，国内最高建筑是729米的苏州
中南中心，工程尚在建设之中，此
外第二为63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
也在建设之中。而已建成的中国
第一高楼是626米的上海中心大
厦，全球范围内名列榜首的为迪
拜哈利法塔，高度828米。而此次
677米高楼建成后，不仅是成都第
一，还有望成为中国第二、世界第
三高楼。

链接>>>

效果图

早报讯（记者 郝淑霞）677
米，被认为将成为未来“成都第
一高楼”的中海地产成都天府新
区超高层项目意向方案近日对
外公布。

2017年11月28日，中海地产
竞得成都市天府新区秦皇寺299
亩地块。土地规划条件明确1号
地块拟建成677米地标性“中国
第一高楼”，项目由中海地产
100%自持。4家国际顶级超高
层设计单位参与此项目意向设
计方案投标。经过中建集团与
中海地产多轮内部评审，以及
外部学界业界权威专家、成都
市委市政府与天府新区评审，
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及“标志
性、经济性、实施性、前瞻性”的
评价原则，最终确认KPF的设计
方案胜出。

该设计方案呈现出诸多亮
点：设计融入中国传统山水画
意境，以建筑形态重现成都

“窗含西岭千秋雪”绝美意境；
将城市融入自然，在塔楼里打
造森林景观，通过利用“立体
公园”新模式，与周边社区共
同塑造美丽宜居新形态，助力
成都打造“公园城市”；设计还
将成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

理念融入塔楼，垂直公园的设
计如飘带缠绕上升，寓意打造
新的增长极；在商业业态谋划
上，融入“成都故事”，充分融合
国际时尚魅力和天府文化特
色，将成都人生活习性融入街
区，打造富有地域特色和烟火
气息的空间。

中海地产表示，下一阶段将
携手KPF和相关设计单位，根据
前述单位评审意见和建议，对
方案进行修改及优化，形成最
终方案。

KPF（Kohn Pedersen Fox
Associates）1976 年创立于美国
纽约，项目涵盖了全球最高塔
楼、最大跨距工程、最多样的业
态和独创建筑造型设计，在全
球40多个国家打造出具有最高
品质及环境敏感度的建筑与场
所。其代表作品包括：深圳平
安金融中心（599米）、首尔乐天
世界大厦（555米）、北京中国尊
（528 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492 米）、香港环球贸易广场
（484 米）等。在全球排名前10
最高建成建筑中，KPF设计了其
中5栋高塔，在前100名中KPF项
目占有16个席位，另有21个即将
跻身前百的超高层项目正在设
计或建设中。

早报讯 国内成品油下周将迎
来下调。记者从多家机构了解
到，受到利比亚原油供应即将恢
复以及伊朗原油出口限制放松等
因素的影响，国际石油市场对于
供应过剩的担忧加剧，原油价格
近期整体下滑。国内测算的原油
变化率持续负值内加深，下周一
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已
是不可逆转，预计下调幅度在115
元/吨。

卓创资讯测算，截至7月18日
收盘，国内第8个工作日的原油变
化率收于-2.97%，相对应的成品
油限价下调幅度在115元/吨。由
于距离调价窗口开启仅剩2个工
作日的时间，因此近期原油价格
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较低。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国内成
品油调价目前共进行了十四次，
上调八次、下调五次，搁浅一次，
本次调价将成为进入2018年以来
的第六次下调。本次调价过后，
2018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八涨
六跌一搁浅”。

如果按照115元/吨的下调幅
度折算，92号汽油将下调0.09元/
升，0号柴油将下调0.1元/升。按此
幅度计算，调价后车主加满一箱92
号汽油将较之前少花4元钱。

卓创资讯分析师孟鹏表示，
目前国际石油市场上负面消息依
旧居多，不排除原油在剩余工作
日内继续下跌的可能，国内成品
油零售限价下调幅度极有可能继
续加大。

中宇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杨晓
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也表示，
油市震荡偏下，油价存在收低的
可能，预计调价降幅将继续增大，
对本身低迷的成品油市场形成利
空打压，贸易商操作谨慎，市场观
望待市心态明显，市场大单成交
稀少，主营单位销售任务承压，实
际成交多保持优惠，短期整体行
情延续弱势下行为主。

目前，成都92号汽油售价为
7.51 元/升，95 号汽油售价为 8.09
元/升，0 号柴油售价为 7.21 元/
升。 （沈婷婷）

2018俄罗斯世界杯落幕，25
个不眠之夜、64场经典比赛为球
迷留下了无穷回味。这场足球盛
会之后，中国体育彩票也交出了
自己的答卷：竞猜型体育彩票三
大主力彩种--竞彩、传统足彩、传
统单场世界杯期间累计销量474.1
亿元，竞彩的日、周、月、单场投注
销量纪录均创历史新高。同时，
中国体育彩票在世界杯期间推出
了一系列公益活动，让国家公益
彩票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据统计，世界杯赛事销售期
间（6月7日-7月15日），竞猜型彩
票累计销量达474.1亿元，较2014
年世界杯增加310.8亿元，增幅达
190%。其中，竞彩销量 463.4 亿
元，较2014世界杯增长331.5 亿，
增幅达251%，成为拉动销量增长
的主要力量。
世界杯期间，竞彩的各项销量纪
录在短短一个月内屡次被打破：7

月15日世界杯决赛日，竞彩创下
了28.1亿元单日最高销量纪录，较
2014 年世界杯决赛日销售的 8.7
亿元增加了19.3亿元。

现在，尽管世界杯已经落幕，
但新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欧洲
冠军联赛和美国职业篮球大联盟
等精彩赛事又将接踵而来，贯穿
全年的体彩嘉年华和其他精彩活
动也将继续进行，体彩的欢乐时
光将一直延续。

此外，中国体育彩票不仅是一
个参与世界杯的渠道，也是支持
公益事业的方式。本届世界杯期
间竞猜型彩票所销售的474.1亿元
共为国家筹集了 85.8 亿元公益
金，这些资金将广泛用于公共健
身设施建设、全民健身活动，以及
社会保障、教育助学、法律援助、
城乡医疗救助、扶贫、残疾人救
助、赈灾救灾、农村养老服务等多
个方面。

油价下周一下调 92号每升或降9分

公益体彩 为世界杯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