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天安人寿周
口中支党支部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投身到社区疫情
防控一线，化身“大白”
和 “小蓝”， 甘当志愿
者，用行动书写使命担
当，用大爱彰显天安的
责任担当，协助医护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替群
众采购生活物资、在路
口值班等， 冲锋在前，
勇于奉献。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刘亚琴 摄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5 月 15 日， 泰康人寿举行
“爱家之约”20周年庆典。 同时，“爱家之
约”立足大健康生态体系，实现“产品+服
务+体验”立体化升级。

据介绍，20 年来，“爱家之约”顺应
时代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成为百万中国
家庭的暖心之选，也成为泰康人寿闪亮
的名片。在产品端，泰康人寿推出了“爱
家之约”健康版、财富版，全方位满足家
庭健康财富保障需求。

“爱家之约”健康版专为有健康保
障需求的家庭设计，包含健康、孝心、无
忧三大计划。对于有财富管理需求的家

庭，“爱家之约”财富版推出“1+N”年金
体系，提供全周期、可订制的家庭方案。
搭配的万能账户更可提供稳定财富增

值。
同时，泰康人寿推出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超级体验阵地。 线上打造了 “泰生活”
APP长寿、健康、富足的虚拟超级体验平
台，拥有 60余类生态资源，可一站式享受
家庭保险账户、泰康家庭医生等优质服务。

在“爱家之约”焕新之际，泰康同步
升级线下超级体验阵地，推出泰康大健
康中心，今年将全面推进大健康中心建
设，让每位客户都能沉浸式体验泰康的
全新生活方式。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5 月 27 日 ， 平安集团将
迎来 34 周年司庆盛典。 作为平安集团
旗下重要业务板块， 平安人寿在司庆
期间， 推出 “省心好产品” “省时好
服务” “省钱好福利” 系列暖心活动，
以实实在在的保险保障和贴心服务回

馈客户。
据介绍， 平安人寿根据客户财富

稳健保值、 增值的需求， 推出了兼顾
安全和收益的 “平安盛世金越增额终

身寿险” 保险产品计划。 同时， 顺应
时代要求 ， 推出了平安臻享 RUN 健
康服务计划及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司庆期间， 平安人寿开启客户健
康服务嘉年华， 邀请客户成为健康体
验官。 5 月 18 日至 5 月 31 日， 平安人
寿将上线 “献礼献平安” 活动。 用户
登录平安金管家 APP 参与 “健康伴你
行” 活动， 即可抽取司庆福利。 活动
期间， 每天可以做任务攒积分兑换实
物好礼， 逢每周三 “健康狂欢日”， 更
有机会赢取惊喜大礼。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近期， 周口体彩分中心借
助微信网络等多种形式， 转发疫情防
控要求， 继续提高体彩代销者思想认
识， 以常态化防护措施做好个人安全
防护工作。

在省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 周口各地防控网格紧密织起。 周
口体彩分中心疫情防控期间,严格遵守
防疫政策，工作人员从自身做起， 以高
度政治责任感做好联防联控工作， 努
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歼灭战， 为群众
幸福安康贡献力量。

据介绍， 周口体彩分中心工作人

员以及体彩实体店业主也积极响应当

地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令， 用实际行
动践行一名体彩人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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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实力和形象的舞台
联系群众和客户的纽带

������一、 产品简介： “乐分易” 是中国
农业银行采集内外部数据， 对有日常大
额消费信贷需求的客户授予的一般分期

额度， 客户成功办理后， 可使用分期资
金在指定类型商户消费的分期付款产品。
日常大额消费， 是指符合信用卡透支消
费规则， 用于购买大额耐用消费品、 婚
庆、 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健康等用途
的消费。

二、 产品特点： 1. “乐分易” 额度的
使用方式为不可循环使用， 额度最高为
30万元； 2. “乐分易” 的分期期限最长
不超过 5年 （60期）， 具体分期期数、 对
应的分期手续费率、 手续费收取方式等

产品信息请咨询营业网点或者农行信用卡

客服电话： 4006695599； 3.该产品仅限用
于日常大额消费， 包括购买大额耐用消费
品、 婚庆、 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健康
等。

三、 申办条件： 1.申办客户须是农行
白名单客户； 2.年龄 18 周岁至 60 周岁，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3.信
用记录良好， 相关风险评级、 评分符合
农行系统设定的准入要求 ； 4.有合法 、
充足、 稳定的收入或资产， 具备偿还意
愿和偿还能力； 5.在境内有固定住所、
稳定工作单位、 稳定经营场所； 6.符合
农行反洗钱和制裁合规管理相关规定。

农行“乐分易”焕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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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雷东明 赵芳芳

本报讯 近日， 周口银保监分局积极
贯彻上级和银保监会工作部署， 积极引
导辖内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统筹做好

辖内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各项工作， 做
到 “两手抓、 齐发力、 双推进”， 强化
疫情防控金融支持工作， 全力保障金融
服务供给。

目前 ， 辖内各金融机构对防疫抗
疫、 物资保障等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进
行重点支持， 保障资金供给。 同时， 开
辟贷款绿色通道，加大对医用防护服、医

用口罩、 医用护目镜及相关药品等重要
医用物资，及生活物资骨干企业生产、运
输和销售过程的信贷支持力度。

在周口银保监分局积极引导下， 银
行保险金融机构通过精准发力， 使资金
供给保障不断档； 通过减费让利， 使金
融纾困解难有温度； 通过积极担当， 使
理赔绿色通道抢速度； 通过科技赋能，
使基础金融服务不打烊。

目前 ， 银行保险金融机构坚守疫
情防控一线 ，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 ， 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金融
力量。

周口体彩分中心

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周口银保监分局

强化疫情防控金融支持工作

开启家庭保障新时代

泰康人寿“爱家之约”全新升级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为切实营造风清气正工作

氛围， 日前， 新华保险周口中支党支部
召开线上会议 ， 向全体内勤员工传达
2022 年 “五一 ” 期间正风肃纪工作部
署， 并进行政治理论学习。

会议传达学习了有关文件精神， 通

报了典型案例， 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在工
作生活中， 坚决防止 “四风” 问题， 要
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 时刻
守住党纪国法的红线和底线。

会议要求， 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案为
鉴， 严守廉洁底线； 所有部门、 渠道做
好疫情防控， 自觉遵守属地政府疫情防
控要求， 坚决杜绝麻痹思想、 侥幸心理。

新华保险周口中支

召开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学习会议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越是危难时刻，越显责任担
当。日前，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在全力做好
金融保障的同时， 开展志愿服务和抗疫
捐赠行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5 月 10 日， 在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党
委支持下， 郸城支行党支部向郸城县红
十字会捐赠防护服 500 套、 口罩 10000
只，方便面、矿泉水和火腿肠各 100 箱，
助力郸城县疫情防控工作。

此前， 淮阳支行党支部也组织全体

党员、团员及群众，通过线上捐款方式，
积极响应人道主义救助计划慈善活动，
为最易受损人群捐助，送去 103 份爱心；
沈丘支行党支部为社区捐赠 20 套防护
服及 1000 元现金，支援一线疫情防控工
作。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将持续秉持服务

为民情怀，践行“四化四融“ 党建工作理
念，落实“能力作风建设年”工作部署，积
极作为，驰援疫情防控一线、共筑抗疫坚
强防线， 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持续贡
献中原力量。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抗疫捐赠献爱心

平安人寿推出系列暖心回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