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喆 某外资险企的理
赔负责人孙经理刚刚为一起理赔案件结
案，他告诉记者，这起理赔案件的被保险
人是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去年确诊不幸
罹患白血病。小女孩的父母在她3岁的时
候为她投保了一份分红险，当时投保的主
要初衷是为她做教育储蓄，在医疗保障方
面仅附加了一份住院津贴医疗保险，100
元/每天。

然而，面临高达近30万的治疗费用，
这对仍身背房贷的工薪阶层的年轻父母
已经倾尽所有，疲于奔命。

“ 对于孩子，父母总是抱着美好的期
待，无法想象这样的不幸发生在自己的孩
子身上。但是忽视并不能避免风险，只能
造成对风险的措手不及。”孙经理说。他表
示，用保险规避孩子的意外风险和做教育
金储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接受，但
是少儿的重大疾病风险却很少受到足够
的重视。

2011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白血病等恶
性肿瘤已成为少儿健康的主要杀手，最常
发生于2~7岁的儿童，目前仅次于意外死

亡，成为儿童主要死因。近年来，随着医学
技术进步，医学专家指出80%以上的白血
病患儿可以得到根治, 恢复正常的学习和
生活。但昂贵的治疗费用却成为摆在很多
患儿家庭眼前的难题。

少 儿 白 血 病 治 疗 费 用 至 少 需 要 20
万，巨额的治疗费用对于众多家庭而言
将是可怕的负担，很多家庭因此被迫放
弃治疗。

保险专家提醒有为子女投保计划的
家长们，风险保障是保险的根本，在家庭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孩子投保一份
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于
青睐教育金保险的消费者而言，附加一份
少儿重大疾病保险，只需增加很低的支
出，即可获得高额的重大疾病保障，以解
燃眉之急。

据了解，有别于成人重疾保险产品将
三十余种重疾一网打尽进行投保的情况，
目前市场上有些少儿重疾保险产品往往
将少儿罹患概率极低的重大疾病排除在
外（ 如严重阿尔兹海默症、严重帕金森症
等），更有针对性，计费也更加经济实惠。

并非所有国债收益都高
客户购买国债时千万不要“ 一窝蜂”

A14 财经·理财
2012年6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郭廷炜 美术编辑 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抢购攻略

》投资市场

购买国债要挑对品种
据记者从银行业内了解到，今年以

来高收益国债在发行时多次出现客户抢
购的现象，不少银行网点频频出现开门
仅仅几分钟国债发行额度就被一抢而
光，个别网点甚至出现有客户提前一夜
排队的情况。

近期国债将进 入 集 中 发 行 的 时 间
段，其中2012年第五期储蓄国债（ 电子
式）的期限为3年，年利率5.58%，最大发
行额为210亿元；2012年第六期储蓄国债

（ 电子式）的期限为5年，年利率6.15%，
最大发行额为90亿元。以上将发行的这
两期电子式国债发行期均为2012年6月10
日至6月23日。

另外，财政部昨日发布公告显示，
2012年记账式附息（ 十期）国债计划发行
300亿元，期限为7年，经招标确定的票面
年利率为3.14%，从2012年6月7日开始发
行并计息，6月11日发行结束。

“ 眼下国债很热卖，但是并非所有国
债的收益都高。”一家中资银行的个金部
人士对记者表示，客户购买国债时千万不
要“ 一窝蜂”，而是要挑对品种。因为不同
品种的国债年化收益水平差别较大，可以

达到2到3个百分点。

电子式国债计息划算
目前银行3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款的

利率分别为5%和5.5%，而即将发行的3年
期和5年期电子式国债年利率比同期银行
存款分别高出0.58%和0.65%。

而且在流动性上，电子式储蓄国债可
以提前兑取，需按兑取本金的1!缴纳手
续费。

客户持有本次将发行的两期电子式
国债不满6个月，提前兑取不计付利息；持
有满6个月不满24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
并扣除180天利息；持有满24个月不满36
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扣除90天利息；
持有2012第六期电子式国债满36个月不
满60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扣除60天利
息。而客户提前支取银行定期存款时，只
能获得活期存款利率。

以上中资银行的个金部人士表示，凭
证式国债是到期一次性付息，属于单利的
计息方式；而电子式国债按年付息，每年
在付息日或到期日将利息拨付到投资者
指定的资金账户，转入资金账户的利息按
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属于复利的计息
方式，因此在计息上更划算。

新一期的高收
益国债即将发行，
而“ 抢购攻略”已
经提前出炉。记者
昨日从银行业内了
解到，并非所有国
债收益都高，客户
购买国债时千万不
要“ 一窝蜂”，而是
要挑对品种。

本报记者 徐可奇

“ 其实购买高收益国债有一套‘ 抢购
攻略’。”另一家国有大银行的支行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客户在购买国债前选银行
很有讲究，具体要看销售比例。根据财政
部安排，承办即将发行的两期电子式国债
的银行数量有好几十家，但各家银行的销
售额度有很大差别。

据以上支行负责人透露，在这两期
即将发行的电子式国债额度销售比例
中，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较高，而邮储

银行、交行、招行和光大银行的销售比例
明显较少，所以客户应该尽量到四大行
去购买国债。

高收益国债还有其他“ 抢购攻略”，
以上支行负责人介绍VIP客户可以事先与
客户经理预约，让银行为其留下一定的国
债购买额度；另外部分银行会将有些品种
的国债通过网上银行渠道销售，客户可以
经常登录网银提前获取相关信息，以便及
时“ 秒杀”。

购买前选银行有讲究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姚頔是典型的
上海小姑娘，说话声音嗲，爱跟父母撒娇，
但这样的她却有一个另类的爱好———喜
欢摆弄金属薄片。凭借这个爱好，她不仅
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玩家，还成为了金
属片工艺品的“ 设计师”。

旅游归来爱上金属工艺
2009年，即将大学毕业的姚頔趁放假

去了一趟欧洲游。在巴黎，她被一家公司
玻璃柜里展示的一系列工艺品吸引了。

“ 这些工艺品的元件是雕刻有图板的不锈
钢金属薄片，只要按图板上刻定的折片往
外或往内翻，就马上变成了一个立体造型
的艺术品，又好看又有趣。”大为喜欢的姚
頔当即就花了100多欧元买了几套这样的
金属片带回了家。

“ 回家后，我就鼓捣起这些金属片，
做成型后秀给家人看，大家都觉得好看，
放在家里做装饰很有感觉。”此后，姚頔
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这种工艺
品，可是在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工艺品，即
使有，也都不合她喜好，于是她便想到了
自己做。

“ 不过虽然想是这样想，可我觉得这
些金属片的材质硬度很高，加工制作应该
会比较难。然而和一位学金属设计专业的
同学聊天后得知，有一种‘ 迷你’机床能
轻易地加工制作出这种金属艺术品了。”

于是，她便兴冲冲地托这位同学从国
外买了一台“ 迷你”机床运回国内。“ 这种
机床有金属车床、锯床、磨床和钻床等功

能，可以制作机器零件、金属模型和一些
实用的日常用品。”

成功自产 吸引朋友购买
有了制作工具后，姚頔便设计了几个

图样，然后在同学的指导下用机床在金属
板上雕刻出图案。试了几次后，姚頔做出
来的样品越来越精致，而且速度也大大提
高，20分钟就能制作出一个不太复杂的金
属作品。“ 有些都做生日礼物送给了同学，
大家都很惊奇我居然会做这个。”她说。

后来上班了，姚頔也带了几个小作品
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立马就引起了同事
的注意。“ 他们都以为我是花大价钱买的，
其实我都自己做的，而且成本折算下来才
十几元。”直到有一天，一位新装修房子的
同事找到她。

“ 她说她也很喜欢这种金属工艺品，
问我在哪买的，我突然灵机一动想，不如
就帮她设计生产，然后赚点成本费吧。”于
是，两人谈妥后，姚頔根据同事的要求做
了“ 电视塔”、“ 迷你房屋”、“ 苹果树”三
个工艺品，分别收30元一个。

“ 同事很喜欢，经过她的宣传，开始有
其他人主动问我要货，我也欣然接受，周
末时候做一下，而出售价格定在几十元左
右。”姚頔说道，“ 其实我也有想过直接从
国外购买些回来，但这样加上运输成本，
售价肯定会变高，大多数人肯定不愿意花
费几百元买一张不锈钢图板片，所以还是
决定自己动手做吧。而且毕竟这也是兴
趣，不会成为负担。”

嗲妹妹“ 玩”起金属薄片

本报讯 纽商所（ NYMEX）原油期货
周三欧洲电子盘盘中上涨至85美元上方，
为连续第三天走高。

美国石油协会周二盘后公布，上周美

国原油库存减少180万桶，扭转此前连续
十周增加的趋势。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
欧洲央行利率决定，预计该行将维持1%
的基准利率不变。 全景供稿

本报讯 周三国内大宗商品市场走势
分化，沪银大涨回到上市初期水平，连塑
创下阶段新低。

金属期货方面，沪银1209涨幅午后扩
大至2.3%，时隔三周重回6000元上方；基
本金属涨跌互现，沪铜及沪锌上扬；沪螺
纹1210涨0.54%。

能源化工期货方面，沪燃油1209跌
1.6%再创新低，连塑料1209跌2%，触及7个
多月低点。

农产品期货方面，菜油1209涨2%；豆
粕1301升1.76%，因干旱天气影响产出量，
巴西政府周二调低2011/12年度大豆产量
预测值；郑糖收低1%。 全景供稿

原油欧洲盘涨至85上方 关注欧央行决议

期市走势分化 沪银大涨连塑创新低

》投保顾问

少儿重疾险能解燃眉之急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