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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保险成立业内首家智慧型示范门店
!!!!!!

近日!为贯彻落实保险业新"国十条#和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转型战略!太平洋保

险在上海成立业内首家智慧型示范门店%

在对客户需求与消费行为进行大量分析

的基础上! 该智慧型门店积极引入太平洋保

险集团最新转型成果!设置客户体验&坐享服

务&自助服务&互动服务等服务功能分区!让

客户在门店既可享受坐享式服务&柜面服务!

更可体验公司运用互联网新技术为客户量身

定制的智慧型服务!极大地满足了客户需求!

也保障了保险消费者权益%

太平洋保险在国家建设智慧型城市新

时期!率先在"一个太保!综合服务平台$门店

建设中!实现客户体验&界面管理&服务样式&

人才培育等多维度管理创新! 开启了公司落

实保险业新"国十条$&实施"云服务战略$的

新时代% 同时! 该门店也成为公司切实推进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战略转型&落实"关注

客户需求&改善客户界面&提升客户体验$三

大转型目标& 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保险消费者

展现世界
9$$

强企业综合服务实力的体验平

台% "太平洋寿险#

风险无情 保险呵护

生命人寿 "$万元理赔款一天到账

!!!!!!!

月的一天!郸城客户路先生收到一笔来

自生命人寿保险公司金额为
"$

余万元的理

赔款! 此时距路先生提交理赔申请资料仅有

一天时间% 贴心&快速&高效的理赔服务得到

路先生全家的一致认可! 路先生当日就打来

电话称 '"真没想到生命人寿的理赔会这么

快!头一天提交理赔申请!第二天理赔款就打

到了账户上% 这笔理赔款真是救了我们全家!

我的后续治疗费用也有了着落% $

客户路先生和爱人平时在全国各地跑着

打零工!家中有两个未成年子女!跟着爷爷奶

奶在老家上学生活!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经朋

友介绍
%$"%

年
%

月路先生为自己购买了该

司(生命伙伴福满堂两全保险)附加重大疾病

保险%

%$":

年
;

月!客户路先生感觉到耳后有

一个小疙瘩!遂到医院检查治疗% 经确诊为'

腮腺粘液表体样癌% 路先生拨打了公司的报

案电话% 接到报案消息后!生命人寿公司工作

人员在第一时间内赶到医院进行了理赔探

视!对客户表示慰问% 后期协助客户家属整理

理赔申请资料! 并指导客户完成当地新农合

保险的相关手续% 收到路先生的理赔材料后!

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核实客户出险就诊情况!

以确保该案件在系统内能够快速流转%

当生命人寿公司工作人员带着一些生活

必需品和理赔决定书来到客户家中时! 客户

全家非常感动% 路先生的爱人称'*家里这两

年才借钱盖起了楼房!至今室内也没钱装修+

简单处理了一下地面!人就住进去了% 两个孩

子还都是未成年!都还在上学!家中老人年龄

大!也都丧失了劳动能力!靠我们夫妻俩打工

赡养% 爱人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亲戚朋友的

钱都借遍了% 治病花费了有十几万!其中七八

万都是借的钱% 手术后每隔一段时间都还要

再去郑州医院进行放化疗治疗! 马上还要进

行后续手术治疗!钱也还没有着落!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好! 这笔理赔款真是解决了我们家

的大问题% 生命人寿的理赔真是快!后悔当初

没有再多买一些% $

%$<:

年
"$

月
"$

日! 路先生和爱人带着

孩子来到生命人寿公司! 为公司送来了一面

*雪中送炭人间真情 风险无情保险呵护$的

锦旗并再三对我司表示感谢%

该案件自收到理赔申请资料到赔付结束

只用了一天时间! 整个理赔过程正是体现了

生命人寿公司的 *

"%=:

$ 特色理赔服务的承

诺!是公司贴心&专业&高效服务的具体体现!

该案件理赔赔付迅速及时! 为生命人寿在郸

城寿险市场树立了优良的企业品牌形象!为

公司的保险产品销售开拓新市场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

"生命人寿$

泰康人寿快速理赔有效助力业务发展
!!!!!!"$

月
"4

日! 泰康人寿周口中支客户吕

女士亲自将一面印有 *服务热情! 理赔迅

速$ 的锦旗送往泰康人寿周口中支公司 !

以表示对公司快速理赔的感谢%

%$$!

年
4

月! 吕女士为孩子办理泰康

吉祥住院津贴健康保险! 被保险人不慎被

热油烫伤腿部和脚部住院治疗% 泰康人寿

接到报案后! 调查人员和代理人及时往医

院进行探视! 并给客户讲解公司推出的易

理赔! 客户非常感谢地说' *没想到! 我

这刚打了电话! 你们就来医院探望! 服务

真是太及时了% 特别是微信理赔! 这个太

好了! 我在家就能办理理赔! 不用来回往

保险公司跑了! 非常便捷 %$

"$

月
!

日 !

客户操作微信申请理赔%

"$

月
""

日! 公

司正常赔付
="$$

元住院津贴% 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告知客户! 吕女士接到电话后! 一

再表示感谢' *没想到! 理赔这么快! 你

们的服务真是太好了! 我要给咱们公司送

一面锦旗%$

"$

月
"4

日! 吕女士亲自将锦旗送到公

司! 以表示对公司服务热情周到& 快速专

业的理赔服务感谢 ! 并表示要宣传保险 &

宣传泰康!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周

口市区本部以此次快速理赔为宣传契机 !

已经签单累计保费达
"%$$$

元%

泰康人寿周口中支一直秉承 *以人为

本& 客户至上$ 的服务理念! 用实际行动

践行 *购买保险就是尊重生命$ 的寿险真

谛! 并全力做好客户服务工作! 让理赔更

迅速! 更温暖人心! 助力金泰业务发展%

%张岩$

新华保险前三季保费 84%亿同比增 "!>

!!!!!!

新华保险今年前
!

个月公司累计原保险

保费收入
84%5%9

亿元! 较去年同期的
;%%5;=

亿元增长
"!5=>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新

华保险$. 成立于
"!!4

年
!

月! 总部位于北

京市! 是一家大型寿险企业! 目前拥有新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家园养老企业

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和新华卓越健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等子公司%

%$""

年! 新华保险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步上

市!

7

股代码为
4$"==4

!

?

股代码为
"==4

%

新华保险拥有强大的寿险销售人员队伍

及约
959

万名正式员工! 全国各级分支机构约

"4$$

家! 为约
%!;45!

万名个人寿险客户和约

45%

万名机构客户提供了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

保险&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养老保险服务%

%$"=

年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人民币

"$=45:

亿元 ! 公司总资产规模达到
94985:!

亿元! 实现保费收入正增长! 继续保持行业

三甲地位% "新华$

平安产险推出
大陆居民赴台游专项保险项目

!!!!!!!

月
"!

日! 平安产险联合江泰经纪启动

*大陆居民赴台游专项保险项目#! 首次承保

客户旅游期间因既往症突发疾病而产生的医

药费用!并建立起保险公司&经纪公司&救援

公司闭环服务网络! 为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提

供更全面的保险服务%

据了解! 鉴于目前大陆保险市场上没有

专门针对赴台游客的突发疾病医疗保险产

品!*大陆居民赴台游专项保险项目#!在保障

内容&市场推广&理赔服务等方面采取与旅行

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配套衔接的方式!

在保障内容方面与旅行社责任保险& 旅游意

外保险和旅游紧急救援服务互为补充! 承保

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 -包括既往疾病突发

情况. 导致的医疗费用及随之产生的紧急救

援服务-如延期逗留&丧葬费&遗体送返&安排

随行未成年子女返回常住地& 亲属前往处理

等.和意外伤害
,

伤残保险金&突发疾病身故

@

含猝死
A

及全残保险金%

"洪涛$

保险体检与健康告知
!!!!!!

体检是保险公司评估保险标的风险的一

种方式!买保险体检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健康告知有疾病史的! 保险公司用体检

的方法确认过去的疾病是否还有遗留或对身

体其他部分是否有影响
B

据此作出合理的承保

结论+

投保金额高! 超过保险公司规定体检上

限的+

客户年龄过大
B

超过体检上限年龄+

被随机抽检到的%

健康告知是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应该履

行的一项义务!体检与健康告知是两回事!体

检不能代替健康告知%

"新华$

大力推行城镇化 基础产业信托迎机遇
!!!!!

近年来! 信托理财作为现代金融投资的

重要方式!以其具有的较高收益和较低风险

的特性!受到投资者的认同和青睐% 据中国

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
4

月

末! 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达到
<%C:8

万亿元!与
%$<<

年
<%

月末的
:C8<

万亿元相

比!短短两年半间增长了近
=

倍% 而在众多

类型的信托产品中!投资者对基础产业信托

的热情可谓居高不下% 近期有不少读者朋友

向本报咨询!希望能够对基础产业信托的特

征和未来发展等有更深入地了解
B

为此记者

专门走访了中原信托的专业人士%

据中原信托理财专家介绍!基础产业信

托! 是指资金投资于基础产业领域的信托!

该类项目多为政府项目!且多以项目代建方

对地方政府的应收账款债权作为质押担保

措施!该类项目安全度相对较高!客户认可

度也较高% 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正大力发

展新型城镇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B

%$<=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
9=C;=>

%数据

同时显示!

%$<=

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

了
%C8!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
%C:9

亿人!*户

籍城镇化率#仅为
=9C;>

左右!城市基础设施

需求巨大% 据麦肯锡测算!到
%$%$

年新型城

镇化的资金需求将超过
=$

万亿!一半由政府

解决!一半缺口将引入社会资本!基础产业

信托正面临着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

据了解!中原信托将抓住机遇!持续推

进业务转型发展!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不断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财富管理服务% "周彦$

专业信托金融机构

!""#$%&#"''$ "(&'#%%%$'$$$

品质天安 筑梦为您

天安人寿开展第三届客户服务月活动
!!!!

为进一步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理

念!坚持服务创新!致力于让每一位客户享

受*优秀服务&优秀团体&优秀品质#的三优

服务!促进服务升级!助力公司业务*九十双

飞#!天安人寿于
<$

月
<

日至
<$

月
=$

日!开

展*品质天安 筑梦为您#天安人寿第三届客

户服务月活动%

本次客户月开幕式于
!

月底在上海太

阳岛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拉开帷幕% 以切磋球

艺为契机!以传递友谊为宗旨!在体现*品质

天安 筑梦为您#公益主题的同时!生动地诠

释了天安人寿一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体现了天安人寿*天人合一!共享品

质生活#的文化理念%

黄金十月!天安人寿客户服务月活动也

即将接近尾声%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天安人

寿周口中支也必将*服务#的意识深入到工

作的每一个细节!打造天安*简约&高效&专

业&价值#的服务品牌!担起更多的责任!传

递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天安人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