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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产险增资至 /67亿元
资本金规模跃居财险业第一位

!!!!!!

近日! 中国平安集团旗下子公司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产

险$%获中国保监会核准同意!注册资本金再

次增加
07

亿元人民币&增资后的平安产险资

本金规模已达
/67

亿元 ! 跃居财险业第一

位&

数据显示!

07/5

年平安产险以科技驱动

变革!取得了保费增速'业务品质双双优于市

场的佳绩&此次变更注册资本金!将使平安产

险资本金实力更加雄厚!承保能力得到扩大!

同时偿付能力更加充足! 为公司未来业务的

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保

证&

平安产险表示!公司一直按照(保险法)

和保监会监管规定的承保能力与偿付能力水

平高标准进行资本管理&此次考虑到
07/5

年

业务快速增长及
07/8

业务发展预期! 增资

07

亿元人民币! 使总资本金达到
/67

亿元!

确保在业务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满足(保险法)

关于承保能力的要求! 同时使偿付能力持续

保持在充足
99

类标准
/:7;

以上的水平&

07/5

年!平安产险总保费收入跃上*千

亿 $ 平台 ! 达到
//:521:

亿元 ! 同比增长

/12<;

!市场份额居行业第二!达
/=2<;

+盈利

能力保持良好!综合成本率为
6=25;

& 尽管业

务发展迅猛!但至
07/5

年底平安产险偿付能

力充足率仍然达到了
/1=2/!

!按照中国保监

会分类监管的要求! 达到了较高类别的偿付

水平&

据了解! 今年以来平安产险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前
:

月总保费收入达
:=52<

亿元!同

比增长
0<21;

& 平安产险表示!此次增资!将

为平安产险未来继续高速发展铺平道路!助

力平安产险为客户打造最优体验! 实现业内

领先的综合性财产保险公司的战略目标&

!洪涛"

泰康人寿
深入灾区一线理赔

!!!!!!<

月
5

日 !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

12:

级地震! 造成
8/7

人死亡! 千余人流离

失所& 地震发生后! 泰康人寿高度重视! 董

事长陈东升指示立即开展灾区救援和理赔服

务工作! 快速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刘经纶总裁挂帅的抗震救

灾领导小组! 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目前已

发现
5

名客户出险! 理赔员深入一线理赔!

并提出十二项重大服务举措&

泰康人寿总' 分公司及当地中心支公司

保持密切联动! 云南分公司连夜成立突发事

件应急小组! 全面协助事故的理赔处理工

作&

<

月
8

日一早! 由昭通中支副总' 分公

司理赔主管及理赔调查人员组成的小分队!

携带手电筒' 水' 方便面' 理赔手册等救灾

物资和资料赶往鲁甸地震灾区组织救援及理

赔慰问! 并在鲁甸' 会泽等地设立紧急报案

点&

泰康人寿
6::00

平台已向相关地区
0

万

名客户发送慰问短信! 并主动回访客户& 截

至目前! 经系统排查发现我公司
5

名保险客

户出险! 均为民警! 投保了 *泰康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 保额
/0

万元& 泰康人寿将继续

与政府' 医院等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抓

紧排查受灾客户& 如发现有客户出险! 泰康

人寿将在第一时间进行理赔&

!张岩"

太平洋保险
快速完成云南鲁甸地震首赔

!!!!!!

天灾无情! 人间温暖! 鲁甸加油! 守望

相助& 愿灾区同胞尽快走出伤痛! 重建美好

家园&

<

月
5

日下午
/1

时
57

分! 云南省昭

通市鲁甸县附近发生
12:

级地震& 截止
<

月

8

日下午
0

点! 地震已造成
8/7

人死亡!

/0

人失踪!

0=5=

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 太平

洋保险产寿分支立即行动起来! 连夜部署抗

震救灾和应急服务工作& 目前! 我公司已成

立应急指挥小组! 启动应急预案! 开通理赔

绿色通道! 并由昭通中心支公司组织抗震救

灾服务小组赶赴震中鲁甸县&

<

月
8

日! 通过在系统内排查和主动寻

访时得知! 由寿险云南分公司承保的巧家县

某建筑工地的一名工人在地震时受伤骨折!

公司立即安排服务人员协助客户家属收集理

赔材料! 并派出服务人员前往医院慰问伤

者! 将
1777

元预付赔款送投保企业代表手

中! 为被保险人提供了急救所需的医疗费

用&

为快速做好鲁甸地震灾区的保险服务工

作! 兑现保险承诺!

<

月
8

日上午! 太平洋

保险对外公布五项应急服务举措& 同时在公

司客户信息系统中提取鲁甸' 巧家等县域的

客户清单! 排查相关区域的个人客户和团体

客户投保情况 ! 并将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6::77

线路保持畅通! 确保灾区客户报案及

时得到受理&

此外! 考虑到目前地震灾区高温且有特

大暴雨的情况! 太平洋保险供公司已紧急调

配
:77

件 *责任照亮未来$

>

恤和
:77

把雨

伞送到地震灾区! 用于抗震救灾&

!王允"

重疾险!!!让重疾不再成为危机

!!!!!!

你知道吗!人在一生中罹患重疾的概率已

接近
=5;

!癌症已越来越呈年轻化趋势& 换言

之!

/77

个人当中就有将近
=5

个人会患有重

大疾病& 当家庭中有人患有重大疾病!这无疑

是沉重的打击&家人不仅需要为高昂的医药费

而积极奔走! 未来的惨淡也是让人焦头烂额&

保险专家认为!预备一份保额充足的重疾险是

非常必要的!解决生活的后顾之忧&

什么是重疾险#

重大疾病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

定重大疾病!如恶性肿瘤'心肌梗死'脑溢血等

为保险对象!当被保人患有上述疾病时!由保

险公司对所花医疗费用给予适当补偿的商业

保险行为& 根据保费是否返还来划分!可分为

消费型重大疾病保险和返还型重大疾病保险&

为什么配置重疾险#

有保险专家认为! 配置重疾险意义非凡!

其意义不仅在于妥善解决重疾的医疗费用!同

时也能解决因为罹患重大疾病导致的其他经

济困难&

一般来说!因罹患重疾导致的经济困难包

括三个方面,医疗费用开支+生活难以自理从

而带来的护理开支+不能正常工作或失去工作

能力从而带来的收入损失& 根据业内测算!目

前国内癌症治疗和护理开支大约人均为
57

万

元& 同时!因患病治疗期间失去了创造价值的

能力!至少需准备年收入的
:

倍构成重疾险保

额的第三部分&

重疾险怎样购买#

首先!应该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注

意及时咨询& 其次!决定投保后!需仔细

阅读并如实填写! 如实告知个人的相关

情况!包括年龄'身体健康等&最后!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一定要在投保单相应落款

处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意是亲笔签名&

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中均有 *保险金

申请 -条款!在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

故后!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按*保险

金申请-条款中的要求!准备相关资料向

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需要提供的

证明和资料主要包括保险合同' 被保险

人身份证明' 专科医生诊断证明或手术

证明等&

!新华学院"

展示实力和形象的舞台
联系群众和客户的纽带

金融
保险

周口晚报
/567568=615

周口保险协会
7568?1/=/005

第
$"

期

天安人寿"金色未来#

专为少儿设计的保险产品
!!!!!!

孩子!家里的掌上明珠. 望子成龙'盼女

成凤!是每位父母的心愿. 为了孩子的健康

成长!每个父母都愿意付出一切!希望给孩

子创造一个*金色未来$!那么!给孩子的教

育金!您是否准备好了/

天安人寿现特推出 *天保盈之金色未

来$少儿保险产品!填补了天安人寿少儿专

属教育'规划类产品的空白!四大优势融为

一体,

优势一$定向储蓄%专款专用

为孩子量身打造的专属教育金 !

/:

至

/=

周岁返还保额
/7;

高中教育年金 ,

/<

至

0/

周岁返还保额
87;

大学教育年金!为孩子

学业有成保驾护航&

优势二$即交即领%年年返还

/7

天犹豫期后返还保额的
/7;

!十分关

爱迅速体验!每年返还直至
17

周岁&

优势三$万能账户%支取灵活

随时向万能账户追加资金!每年免费领

取
1

次!领取灵活& 若是关爱年金!教育年金

暂不领取!可进入万能账户进行二次增值&

优势四$豁免责任%彰显关爱

投保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全残!且

投保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时年龄介于
/<

周岁

至
17

周岁之间! 可免交自投保人身故或被

确定身体全残之日起的续期保险费!被保险

人仍可享受所有保单利益!信守承诺!呵护

永存&

天安人寿*金色未来$是一款专为少儿

设计的教育年金保障计划
@

集万能及年金产

品优势于一身! 即交即领返还快
@

二次增值
@

保障增加!全面解决教育'婚嫁'创业'养老

等问题!关爱一生
A

!天安人寿"

华夏人寿周口中支倾力赞助
"武林风#!"#$年环球拳王争霸赛周口站赛事

!!!!!!!<

月
5

日下午!华夏人寿周口中支迎来

了不同寻常的一天&*武林风$

07/8

年环球拳

王争霸赛周口站在周口市体育中心开赛& 此

次主办单位是河南电视台武林风栏目组'周

口邮政传媒!华夏人寿周口中支是保险业主

要赞助方&

此次活动是华夏人寿周口中支开业以

来最盛大的活动& 为了提升华夏人寿在河南

及周口当地的知名度!华夏人寿周口中支认

真挑选
5:

人参加此次活动& 整齐的华夏人

寿紫色
>

恤衫!在整个会场形成一道亮丽风

景线!引来会场众多观众关注&

本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加了华夏人寿

的知名度!拉近了与邮政合作渠道的关系!同

时也增添了团体的凝聚力&

!华夏人寿"

生命人寿关爱客户无止境
"带息理赔#彰显品牌魅力

!!!!!!!

生命人寿是我国成立较早的专业寿险

公司& 多年来! 生命人寿一直本着服务客

户'关爱客户之经营理念!不断拓展创新服

务项目与服务领域& 现在!生命人寿公司保

险品种已覆盖了医疗' 养老' 意外伤害'分

红'重大疾病等项目范围&近期!生命人寿推

出的*带息理赔$服务!更加彰显生命人寿的

实力保险品牌之魅力&

针对生命人寿的*带息理赔$服务!近

几天!记者到生命人寿公司作了详细的走访

了解& 原来!*带息理赔$服务的*息$是指身

故利息!即对于给付的身故保险金!公司还

将额外支付身故日期至理赔决定日期之间

的身故保险金利息&

生命人寿的*带息理赔$主要针对的是

寿险业务!给付身故利息险种中不包括万能

险'投连险'金险等!计息时间最长不超过一

年&*带息理赔$服务的利率采用的是银行存

贷活期利率&

在我们国家! 很多人都知道投保的好

处!但在这其中!有一部分人又拒绝参加保

险!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长久以来!理赔难'

理赔拖延成了人们对保险认识的思维定势!

也成了阻碍保险业扩张发展的最大拦路虎&

现在!生命人寿心系客户!用换位思考

理念打造公司的服务产品& *带息理赔$业

务!从客户角度出发!充分为客户着想!打破

了长期以来!因理赔难'理赔拖延问题!公司

与客户间形成的这道阻碍顺畅沟通的又厚

又高的壁垒& 这一新的关爱客户举措!生命

人寿让客户体验到了保险的健康' 平安'关

爱的价值!无疑对保险业界的创新改革发展

也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