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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车主期盼已久的车险综
合改革即将落地实施。作为与老
百姓接触最广的保险产品之一，车
险改革后将怎样影响几亿车主的
切身利益？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风险保障更全面

银保监会财险部副主任尹江
鳌表示，车险综合改革从保护消费
者权益出发，通过对价格、保障、服
务、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为消费
者提供实惠和便利。

此次改革最吸引车主眼球的
莫过于车险保障内容全面扩容。
具体来看，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
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
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
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
提高到1.8万元。商车险责任限额
从5万元至500万元档次提升到10
万元至1000万元档次。

监管部门还将引导行业将示
范产品的车损险主险条款在现有
保险责任基础上，增加机动车全车
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
涉水、不计免赔率、指定修理厂、无
法找到第三方特约等保险责任，支
持行业开发车轮单独损失险、医保
外用药责任险等附加险产品。

中国平安产险董事长兼CEO
孙建平认为，改革措施针对性强，
充分考虑了消费者使用汽车时面
临的风险和痛点。扩大保险责任
和提升保障金额，消费者风险保障
将更加全面，有利于激励保险公司
提升车险经营效率和服务能力，更
好发挥保险在经济补偿和化解矛
盾纠纷方面的作用。

“好”车主保费更便宜

记者了解到，车险综合改革实施
后，短期内对于消费者可以做
到“三个基本”，即“价格基本
上只降不升，保障基本上只增
不减，服务基本上只优不差”。

据介绍，此次改革将商
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上
限由35％下调为25％，预期
赔付率由65％提高到75％，
改革后商车险基准保费价格
将大幅下降，预计消费者实
际签单保费也将明显下降。

监管部门还将结合各地
区交强险综合赔付率水平，
在道路交通事故费率调整系
数中引入区域浮动因子，对
未发生赔付车主的费率由最
高优惠 30％扩大到 50％。
拥有良好驾驶习惯和安全记
录的车主交强险将更便宜。

以一辆五座普通家用小
轿车为例，第一年交强险保
费为950元，在未发生赔付

的情况下，次年保费最多可以优惠
到665元。此次改革后，最多可以
优惠到475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有
少数消费者会出现签单保费价格
上涨的情况。原因在于，此次改革
根据行业实际风险状况重新测算
了基准纯风险保费，财险公司会在
此基础上结合自身业务风险特点
来确定保费涨跌。

投保理赔更便利

不少车主表示，除了保费价
格，服务质量也是其选择车险投保
公司的重要因素。此次车险改革
提出，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
权的基础上，鼓励财险公司通过电
子保单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
捷的车险承保理赔服务。

孙建平表示，这为科技赋能车
险提供了用武之地。保险科技可
以支撑车险数字化管理，打破时
间、空间限制，真正实现“足不出
户”投保车险，对保险公司和车主
来说更加便捷高效。

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
认为，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
天，社会公众对车险的认知发生了
深刻变化，车险行业完全可以实现
数字化、线上化，在方便消费者的
同时，发挥市场效力，让车险全流
程更加透明，摆脱行业信息不对
称、交易成本奇高的现状。

为适应车险行业线上化要求，
已经有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开始优
化保险解决方案，助力财险公司提
升服务能力。记者从金融壹账通
了解到，该公司推出“智慧车理赔
一体化平台”，打通车险报案、救援
维修、车物查定、人伤查定等环节，
帮助车险理赔实现全面线上化和
数字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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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量看齐”“一切为了娱
乐”的庸俗内容，不断消解着主播
的底线，违背了勤俭节约的文明风
尚，也降低了大众的审美趣味。

以食量惊人、以假吃催吐为噱
头的“吃播”内容正受到网友的抵
制。记者在一些热门直播视频下
看到了网友“强烈要求封号”“别为
赚钱糟蹋身体”等评论。

“向流量看齐的‘吃播’内容，
既给主播带来不可逆的身体伤害，
也将误导观众的饮食习惯。”魏红
涛说，暴食不仅会导致肥胖、脂肪
肝等，还易引发急性胃扩张、急性
胰腺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还可能
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意外。青少年
处在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阶段，容易
被此类具有不良饮食习惯的内容
带偏，产生模仿行为，养成不良嗜

好。希望平台生产更多倡导健康
饮食理念、传播优秀饮食文化的视
频内容。

受访学者认为，“吃播”不能止
于展现食物的表层符号，更要着力
挖掘传统美食的文化价值。王艳玲
建议直播平台对主播提高内容发布
门槛，采用身份识别等认证方式，加
强内容审核和考核，筛选过滤掉猎
奇、低俗的“吃播”内容，对上传不当
内容的用户实行封禁制度。

目前，部分视频平台正加大对
“吃播”内容的监测和管理。在B
站搜索“大胃王”“吃播”等词时，出
现了“珍惜粮食，合理饮食”等提示
语。直播平台斗鱼表示将加强对
美食类直播内容的审核，杜绝餐饮
浪费，营造清朗的直播氛围。

（据新华社）

伤身辣眼睛，只为博出位

胃，你好吗？网络“吃播”该整治了
一面是一手机、一账号即可直播的“低门槛”，一面是百万年

薪、千万粉丝、六位数商家合作的“高诱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年轻博主加入了“吃播”的行列。

为了给观众不断带来新的感官刺激，向流量看齐的很多“吃
播”不仅内容上越趋荒唐，更在效果上冲击了珍惜粮食、爱惜食
物的基本价值底线，“吃相”难看，实应整治。

2009年起，一种“我吃饭，你
观看”的直播模式在日韩等国率先
发展起来，后在国内流行，被人称
为“吃播”。具体而言，就是主播坐
在家中或餐厅的网络摄像头前，向
网友直播吃下巨量食物的过程。

因在16分 20秒内直播吃完
10桶火鸡面而走红的“大胃王密
子君”是国内涉足“吃播”较早的主
播。她凭借超大胃口直播进食各
种食物，频繁刷新纪录，还因与普
通人不同的胃部条件参加过某知
名综艺节目的录制。

“密子君”走红之后，许多人跟
风直播吃饭，效仿她的成名之路。
主播通过与美食商家合作、探店试

吃、贴片广告等形式，在快速涨粉
后，实现了流量的灵活变现，延伸
了网络“吃播”的产业链。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王艳玲等学者认为，“吃播”将
主播个人的进食行为搬上屏幕，在
互动中使受众获得了代偿性满足、
好奇心满足、虚拟陪伴、娱乐消遣
等体验。

“吃播”视频短时间内成为“吸
睛”的内容种类。在各平台搜索

“吃播”，大量专职从事“吃播”的
“美食达人”“美食博主”已通过平
台V认证。短视频平台抖音以“吃
播”为标签的内容分类下，有39.3
万个视频，播放量达到287.2亿次。

为了“吸睛”，凭借出位、无下
限的表演刷新观众认知，“吃播”
乱象在互联网场域中愈演愈烈。

——超量进食、虐式“吃播”
随着竞争的白热化，为争夺

粉丝注意力，主播纷纷“进阶”内
容，推出“10分钟吞下36个粽子”

“一口一个，直播吃100对鸡翅”等
高感官刺激的内容。

短视频行业工作人员透露，
有商家曾对主播提出过“成功挑
战30人份该品牌汉堡并拍宣传
片，奖30万元”的合作要求。

市场需求触发主播不断挑战
“难以置信”的食量。有人辞职成为
专职“吃播员”，每天在摄像头前进
食3小时。有主播为锻炼食量，持
续过量饮水进食，让胃部增大一倍。

从视频弹幕中可见，广泛存
在于“吃播”中的先吃后吐或边吃
边吐，带来巨大食物浪费的同时，
也引起网民的不适。

——在色情边缘“疯狂试探”
还有一些“土味吃播”以进食

匪夷所思的食物为卖点。澳大利
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性别与流

行文化学者格林·唐纳在对韩美
等国“吃播”节目的研究中提出，
部分美女“吃播”的吃相及其与粉
丝之间的互动使“吃播”近似于

“美食色情片”或“摄像头色情”，
而非传统意义的美食节目。

在国内多个平台，一些主播
以进食具有性暗示意味的食物，
刺激观众感官。有女主播挑战进
食活体章鱼，被章鱼触手上的吸
盘抓伤面部；还有主播直播吃青
蛙、腐烂的肉，边吃边哭，在骂声
中快速涨粉。

——严重伤害身体
北京一名主播告诉记者，她

去年已靠“吃播带货”过上了“日
进斗金”的生活。但直到今天，

“为不让粉丝离开直播间，要以最
快速度把食物送到嘴里，嚼三四
下就要吞下去，胃病不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
医院副主任医师魏红涛说，暴食
会带来急性胃扩张，所致的呕吐
将加大窒息风险。而催吐则无异
于“自残行为”，对食管和咽喉都
会造成伤害。

“吃播”“拼命”出位为吸金

“虐式吃播”伤身辣眼睛

直播平台务必尽快整治“吃播”乱象

车险综合改革启幕

你的车险将有这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