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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夏季开始，航空公
司也日渐忙碌，而休闲度假、商务
出行的人士常因为各种原因航
班延误，旅途就此变“囧途”，此时
航班延误险被众多人士视为“改
善心情”的利器，夏季也就此成为
航延险的销售旺季。但青年报
记者近期发现第三方平台的航
延险或售价较高，或购买入口隐
藏较深，另外从理赔条款上看，飞
行客们想“薅羊毛”并不容易。

多平台航班延误险“隐身”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航

班正常管理规定》规定，从今年
1月1日起，由于天气、突发事
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以及旅
客等非承运人原因，造成航班在
始发地出港延误或者取消，承运
人应当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
宿，但费用需由旅客自理。这意
味着旅客需要自行为航班延误
所产生的时间损失来买单。航
延险显然洞悉广大用户的需求，
可为旅行者提供一些金钱安慰。

移动支付时代，微信和支付
宝两大平台均上线了“延误
险”。微信2年前上线了公众号

“延误险”，承保延误险的是永安
财险。声称只要20元买一份延
误险，不管什么原因造成飞机延
误，都会赔付 30-210 元，延误
赔款将以微信红包的形式发
放。但日前有网友反映，这个产
品已经下线。记者昨日查看发

现，公众号“延误险”目前仍处于
升级中，何时恢复尚无时间表。

支付宝上有多家保险公司
的航班延误险在售，但有网友声
称很难找到。对此，记者采访支
付宝方面的人士获悉，打开支付
宝，然后按照“我的－保险服
务－旅行”的路径，点击筛选，找
到关键词“航班延误”，才能找到
包含航班延误的旅行险。但单
纯的“航延险”只找到一款“境外
飞机延误险”，多数为包含航班
延误的综合旅游保险，比如“境
内旅游保险（国内）”等。

票务网站是众多乘客购买
航延险的渠道，记者昨日查找携
程网，该网站销售机票附带搭售
的是航空意外险，而去哪儿网则
有航空意外险、航延险两款保险
出售，均为30元一份。

理赔靠天气也靠运气
购买航延险，起赔时间（一

般指被保险人实际搭乘航班的
原定起飞时间算起，到航班实际
起飞时间为止）和赔付方式是两
个需要关注的重要因子，这也是
乘客们“薅羊毛”的门槛。

比如支付宝上的产品销售
的“境内旅游保险”，该产品保障
内容为1天的产品，售价15元，
旅行航班延误 5 小时起赔 300
元，行李延误每延误8小时，赔
偿500元。还包括10万元公共
交通意外身故伤残、紧急医疗运
送和送返10万元、医疗费用1
万元等。去哪儿网搭售的航延

险，航班抵达目的地延误3小时
以上，赔偿300元，此外因航班
取消，返航、备降等原因赔偿
100元。

目前市面上多款银行信用
卡已经附赠了航延险，一般来
说，此类型信用卡起赔时间在2
小时以上。不过今年1月发布
的《2016国内机场发展总结报
告》显示，2016年国内机场整体
出港准点率为70.4%，相比2015
年提高7.0%，起飞平均延误时长
为33分钟，相比去年缩短6分
钟。还有数据显示，每年 5-8
月，国内航班的延误情况都比较
严重，尤其是台风、雷暴雨天气
频发的7月，延误3小时以上的
概率接近10%。而每年1-2月，
北方很多城市会出现大雪冰冻
天气，也经常会造成航班长时间
延误。总之，想要延误险获赔，
一看天气，二看运气。

从理赔方式来看，传统理赔
方式是，消费者获取延误证明
后，再找保险公司客服联系寄送
理赔材料，通过审核之后，才能
收到赔付，相对比较麻烦。但也
有平台提供自动理赔选择，用户
体验感较好。

需要提醒的是，因为雷雨等
原因，很多航班会取消，很多乘
客理所当然地认为航延险的理
赔范围包括“航班取消”责任。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些保险
在航班取消时既不能退保，也不
能获得赔偿，需要购买者仔细阅
读条款。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曾经炙手可热的保
本基金正逐步走向没落。在证
监会发布保本基金新规的背景
下，基金公司拿到开启新一轮
保本周期的“通关文牒”阻力重
重，到期的老保本基金纷纷转型
或清盘。对此，业内人士建议投
资者持有保本基金到期后再做
抉择。

南方基金发布公告称，南方
保本混合基金的第二个保本期
即将到期，但由于无法为该基金
转入下一保本期确定保本担保
人，不能满足继续作为法律法规
规定的避险策略型基金运作条
件，故保本到期后，南方保本混
合转型为南方平衡配置混合。
根据安排，基金到期操作时间为
7月11日至7月14日，自7月
15日起转型为南方平衡配置混
合基金。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南方保
本混合基金实施转型只是目前
保本基金市场上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随着保本周期的临
近，多只保本基金宣布清盘或转
型。下半年还会有银华永祥、国
投瑞银进宝、兴全保本等16只
保本基金到期转型，而转型为混
合型基金成为多数保本基金的

选择。某华南基金公司人士向
记者表示，“我们公司有几只产
品今年到期，到期后不再支持保
本，将转型为混合型基金，比如
灵活配置型基金。”

除了转型，清盘也成了保本
基金到期之后的选项之一。除
了上述17只基金，另有4只下
半年到期的保本基金可能面临
清盘。这4只基金分别为金鹰
元祺保本、国金鑫安保本、新华
阿鑫二号保本和新华阿鑫一号
保本，保本周期终止日分别为今
年10月6日、11月7日、11月
20日和12月4日。

由于担保机制发生根本性
变化，存量保本基金到期转型
或清盘已经是大概率事件。而
对于持有人特别是那些初始认
购的投资者来说，应该何去何
从呢？

对此，一位好买基金的分
析师指出，“对于保本基金持有
人来说，无论是产品到期转型
还是清盘，当前最明智的选择
还是持有到期，因为保本基金
普遍设置有较高的赎回费率，
对于初始认购的投资者来说，
中途赎回将要支付较高的赎回
费，相对本来就不高的收益率
来说，很可能导致因为赎回造
成实质性亏损。”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晚，诺安基金公
司宣布下调乐视网估值，至此，
对乐视网下调估值的公募队伍
已经扩大至10余家。

乐视网股票自2017年4月
17日起停牌至今。随着贾跃亭
在7月6日从乐视网的去职，乐
视系的债务危机迅速蔓延至资
本市场，众多公募基金公司开始
不淡定。

7月8日，中邮基金率先公
告，决定自2017年7月7日起对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乐视
网进行估值调整，调整后估值价
格为22.37元。比照其2017年
4月14日收盘价，连续下调3个
10%的价格。公告中披露一共
有8只基金持有乐视网。

此后多家基金公司跟进，嘉
实基金、易方达基金、工银瑞信基
金、国泰基金、财通基金、国投瑞
银、交银施罗德、广发、鹏华、申万
菱信、泰达宏利、富国等公募基金
公司纷纷发布公告，调整乐视网
估值。大部分基金公司将乐视
网估值按照4月14日的收盘价
30.68元/股，下调了3个跌停板，
即22.37元/股。

不过，华安基金率先宣布将

乐视网估值下调4个跌停板，至
20.13元/股，昨晚，诺安基金公
司也宣布旗下三只产品也下调
4个跌停板。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一季度末，有21家基金公司旗
下的39只基金，合计持有高达
6838.24万股乐视网股票，按停
牌前乐视网30.68元的收盘价计
算，这些基金合计持有市值
23.20 亿 元 ，占 流 通 股 比 例
5.37%。持股基金数量较 2016
年年底已经大幅下降，数据显
示，2016年末，169只基金共持
有乐视网 11052.79 万股的股
票，占流通股比例8.74%。持有
乐视网的39只基金中，27只为
被动指数型基金，主动管理偏股
型有10只，另外2只分别是增强
指数型基金和偏债混合型基金。

一个现实的问题，投资者如
今应该怎么办？基金分析师王
群航表示，当前积极调整估值的
基金，应该都是很“受伤”的基
金。基金公司调整估值，目的在
于防止赎回。而现在来看，对于
这样的“带病”基金，一般性地建
议大家应该积极回避，毕竟市场
上好基金多得是，何必硬守着这
种“不健康”的产品呢？即使它
调整了估值。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1-6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
量 2.39 亿部，上市新机型 565
款，同比分别下降5.9%和 26%。
1-6月，4G手机出货量2.26亿
部，上市新机型462款，同比分
别下降3.0%和28.8%，占比分别
为94.8%和81.8%。

这份《2017年6月国内手机
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提出，6月，
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4178.6万
部，同比下降6.2%，上市新机型

97款，同比下降29.7%。在品牌
构成方面，6月国产品牌手机出
货 量 3807.8 万 部 ，同 比 下 降
7.4%，占同期国内手机出货量的
91.1%；上市新机型91款，同比
下降30%，占同期国内手机上市
新机型数量的93.8%。1-6月，
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2.16亿部，
同比下降4.3%，占同期国内手机
出货量的90.5%；上市新机型533
款，同比下降26.7%，占同期国内
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94.3%。

此前来自国际数据公司IDC
的报告也称，2017年第一季度，
华为、OPPO、vivo等国内厂商均超

过苹果，占据销量前三甲，苹果和
三星等国际大厂在中国的出货
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国际
数据公司IDC追踪调查显示，随
着移动设备上游戏和视频流内
容的需求不断增加，在全球市场
内，5.5英寸屏幕的智能手机已经
成为主流。其预计今年5.0-5.5
英寸屏幕智能手机的总销量预
计将达5.93亿部，与2015年同期
的4.47亿部相比，销量大幅上
升，到2021年，该数据将进一步
增大至7.31亿部，另外，5.5-6.0
英寸屏幕智能手机的销量也将
在2021年达到7.49亿部。

航班延误险：想要买你不容易
或隐含于旅游综合险内，或产品长期处于升级中

上半年手机市场出货量2.39亿部
国产品牌占比超九成

10家重仓乐视网的基金公司下调其估值

乐视网让基金公司“很受伤”

保本基金正在加速转型
投资人宜持有到期再做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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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保险在航班取消时既不能退保，也不能获得赔偿，需要购买者仔细阅读条款。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