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日前， 中国平安联合第三
方调研机构发布 《2022 年新市民金融
服务白皮书》， 助力新市民圆梦美好生
活。

据介绍 ， 报告洞察了新市民在创
业 、就业 、住房 、教育 、医疗 、养老等重
点领域的需求痛点，针对新市民群体存
在的工作稳定性弱、金融需求大但较为
分散、征信不完善、社会保障参与低以
及整体抗风险力较差等问题，创新推出
涵盖保险、理财、融资、养老在内的一篮
子新市民专属产品和绿色通道，同时联

动多方力量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的质

效，助力广大新市民安享省心 、省时又
省钱的美好城市生活。

其中，平安寿险推出的“心安·百万
医疗险” 为新市民提供 “医疗费用支
付+就医服务” 一体化医疗解决方案。
该产品主要保障一般住院医疗和重疾

住院医疗， 同时提供全程住院服务，涵
盖院前院中院后全流程，为奋斗着的新
市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数字化赋能应用场景，让服务更有
温度。 为保障新市民消费投诉渠道畅
通，完善纠纷化解机制，中国平安还推
出了 7*24 小时热线电话。

记者 王吉城 通讯员 王建伟

本报讯 在市委宣传部日前举办 “党
的创新理论宣讲”主题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宣讲大赛，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在比赛中荣
获优秀组织奖，参赛选手荣获优秀奖。

经过层层筛选 ，16 家单位 19 名选
手进入决赛。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党委高
度重视，认真准备，为入选决赛的选手作

专业细致指导。比赛中，参赛选手闫冰华
通过回顾朱彦夫在抗美援朝中浴血奋

战，受伤后自强不息担任所在村村支书，
带领村民艰苦奋斗、 发家致富奔小康的
历程，歌颂了共产党员一心为公、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挚情怀， 演讲赢得了
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闫冰华以
优异成绩获优秀奖， 该行被市委宣传部
授予优秀组织奖。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王刚

本报讯 农行沈丘支行坚持 “客户
至上、 始终如一” 的服务理念， 想客户
之所想， 急客户之所急， 特事特办， 让
广大客户， 尤其是特殊客户享受到农行
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近日， 农行沈丘支
行留福分理处主任李维坚等员工上门为

客户办理业务， 在当地传为佳话。
7 月 12 日， 农行沈丘支行留福分

理处大厅 ， 来了一位焦急万分的老大
爷， 老大爷称其孙子高位截瘫， 无法前

往网点办理社保卡激活业务， 但是贫困
补贴将从社保卡发放， 家中急需用钱看
病治疗， 甚是着急， 询问是否可以去他
家里办理。 李维坚了解情况后， 考虑到
老大爷的实际困难， 表示可以上门办理
业务。 李维坚随即带领当班人员赶往老
大爷家中。 但是由于社保卡已经被口头
挂失， 还需要在网点进行解挂， 网点员
工便从周边借来了三轮车和轮椅， 帮助
老大爷将其孙子送到营业厅。 很快， 社
保卡被成功激活， 老大爷对农行员工的
热情服务感到非常满意， 并连声道谢。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曾佳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人寿周口分公司

获悉，国寿寿险在 2011 年发起成立的一
项持续性的少儿社会美育公益项目———
“国寿小画家”，近日将推出“国寿小画家”
十项美育服务提升计划。

该项目旨在通过少儿美术展览、艺
术讲座、艺术公益等多种形式 ，在全国
各省市、乡村范围内开展社会美育的普
及和推广工作，有效助力少年儿童美育
实践， 让孩子们从社会大环境中体验

美、感受美，进而创造美。
每年举办一届作品评选， 总公司和

36 家省级分公司共同搭建线上线下结
合的荣誉体系。 在线上，通过“国寿小画
家” 微信公众平台，2022 年将通过人气
票选、专家评审两个通道 ，产生月度人
气奖 5040 名、月度佳作奖 3000 名，产生
季度佳作奖 4000 名、 年度大奖 280 名。
评选时间从 2022 年 7 月持续到 10 月。
在线下，寿险公司各省级机构在本省范
围内与美术家协会、少年宫 、省级媒体
等单位合作，开展优秀作品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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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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案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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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简介

2020 年 2 月，消费者李女士在保险
公司投保了一份保险，并附加了一款短
期健康保险。 2021 年 2 月，李女士的保
险合同临近交费日，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通过电话提醒李女士交费，并提示李女
士投保的短期健康保险需要重新投保，
经过保险公司同意后生效，并非是自动
续保。 李女士表示不理解，认为自己是
在主险下附加的一款保险， 主险有效，
附加险也应与主险同时有效。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上门向李女士

耐心解释，告知李女士其投保的是一款
主险下附加的短期健康保险，是一款保
障期为一年，不含有保证续保条款的保
险。如果附加险终止需要重新办理投保
手续，并指导李女士如何重新办理该保
险的投保。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解释
下，李女士表示理解，并重新办理了投
保手续。

案例分析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短
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
保监办发[2021]7 号）明确，短期健康保
险是指保险公司向个人销售的保险期

间为一年及一年以下、且不含有保证续
保条款的健康保险 （团体保险业务除
外）； 短期健康保险产品中包含续保责
任的， 应当在保险条款中明确表述为
“不保证续保条款”； 保险期间届满，投
保人需重新申请投保，并经保险公司同
意，缴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本案中，消费者李女士对保险公司
未自动续保此前投保的短期健康险表

示不理解，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耐心
的讲解，打消了李女士的疑虑，并指导
李女士重新办理了投保手续，使其继续
享有保险保障。 (新华)

了解“不保证续保条款”
投保适合的健康保险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中国体

育彩票的支持与厚爱， 周口体彩分中心
于 7 月 22 日至 8 月 31 日开展好日子
“红红火火”体彩顶呱刮新票促销活动。

体彩顶呱刮焕新上市票种 “红红火
火”参与活动，携“豪礼”重磅来袭。 活动
期间， 购彩者在市内任一体彩销售实体
店购买 20 元面值上市新票 “红红火火”
若单张彩票刮中符合奖励条件的奖级，
经实体店终端兑奖设备成功完成奖金兑

付及促销兑奖扫描后， 即可获赠即开票
赠票奖品一份。 一张中奖彩票只能参加
一次活动。 奖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若

活动到期， 无论奖品是否剩余则活动结
束。

由于本次体彩顶呱刮促销活动奖品

丰富且价值较高等优势卖点， 深受广大
购彩者喜爱。

体彩顶呱刮新票开展促销活动

记者 王吉城

本报讯 日前， 由泰康溢彩公益基
金会等主办，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提供支持的“溢起守护”养老
专业人才赋能公益行动启动。

泰康人寿周口中支有关负责人介

绍， 项目旨在挖掘一批优秀养老护理
员、老年社会工作者、养老机构院长的
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他们敬老助老、爱
岗敬业、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的职业精
神和高尚品格。

项目还整合了泰康大健康生态体

系的资源，为优秀养老人才赠送“溢彩
加油能量包”系列产品和服务，包括家
庭医生健康服务(泰生活支持)、爱牙套
装 (泰康拜博支持 )、意外保险保障 （泰
康养老支持）、 养老实训 (泰康之家支
持)、养老培训课程 (泰康溢彩支持 )等，
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关爱保障和发展助

力。
养老人才队伍肩负着推动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 是老年人
幸福享老的重要支撑。 “溢起守护”公
益行动将凝聚各方力量， 为打造专业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作出积极贡献。

“溢起守护”养老专业人才赋能公益行动启动

国寿寿险提升“国寿小画家”美育服务

农行沈丘支行留福分理处上门服务获称赞

中原银行周口分行

全市“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大赛获佳绩

中国平安助力新市民圆梦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