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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人寿开展!保单免息复效关爱活动"

!!!!!!

尊敬的平安人寿客户! 您是否想过 !

由于小小的疏忽 ! 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损

失" 如果忘记交费或暂时困难停止交费!

而导致保单失效没有了保障!您的生活可

能就会像没了屋顶的房子!无法抵御风险

的侵袭"

为维护客户权益!以实际行动践行#简

单便捷$友善安心%的服务理念!平安人寿于

近日正式推出&让爱延续'((平安人寿保单

免息复效关爱活动%) 全面寻找失效保单客

户!恢复您的保险保障!维护您的保单权益)

即日起至
)$!%

年
!)

月
"!

日! 申请复效日

在保单效力中止之日起两年内并符合相关

条件的保单! 可享受免息复效的优惠政策!

轻轻松松重新拥有保险保障!避免因为保单

效力中止而带来的各种风险!让平安继续为

您保驾护航*对于保单成功复效并下载注册

平安人寿
*++

的客户! 还可通过平安人寿

*++

&微服务 享平安%活动页面免费申领家

庭保障卡!为您的保单锦上添花)

尊敬的客户!我们的服务人员正在寻找

您!您也可以直接委托您保单的服务人员或

者亲自到平安人寿客服柜面 +地址请见下

方,申请办理保单复效手续*

免息复效!让爱延续) 平安人寿为您带

来更长久的呵护与关爱)

平安人寿周口分公司客服柜面地址-周

口市大庆路与育新路交叉口商务局综合办

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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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资产获中国保险保障基金
!最佳投资管理团队奖"

!!!!!!

日前!在中国保险保障基金举办的年度

委托资产管理论坛上!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平安资产%,凭借过去几年领

先的投资业绩!荣获中国保险保障基金首次

颁发的&最佳投资管理团队奖%*

作为中国保险保障基金的委托管理人

之一!平安资产连续三年投资业绩和规模稳

居第一!其专业的投资能力和优异的服务质

量获得了中国保险保障基金的高度认可*平

安资产在论坛中表示!未来公司将继续发挥

在资产配置.固定收益投资.股票投资.信评

等领域的领先能力!为客户提供最全面的资

产管理方案和最高效的客户服务*

据了解!中国保险保障基金作为国家级

基金!始终选拔和委托国内最顶尖.最专业

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运作*中国保险保障基

金公司总裁任建国表示!委托资产管理业务

是保险保障基金的一项重要业务!是推动保

障基金资产管理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的重要

方式*

近年来!险资投资新政迭出!资产管理

行业竞争加剧! 平安资产直面市场压力!积

极拓展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通过不断提升

专业投资能力!前瞻市场机遇!挖掘客户需

求!开拓市场!坚持优质高标准的客户服务!

平安资产在资产管理行业的混战中成功突

围*

据悉!截至目前!平安资产第三方资管

业务的规模与收入均列行业首位!树立了平

安资产在资产管理行业的领军地位*平安资

产表示!此次荣获中国保险保障基金颁发的

&最佳投资管理团队奖% 是对平安资产优秀

投资能力的肯定* 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平安

的投资品牌影响力!进而助力中国平安实现

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业务的快速发展*

*

洪涛
+

!!!!!!

日前!泰康人寿&重大疾病绿色通道%服务

迎来重大升级(((在原有&为患病客户免费预

约专家门诊.入住专家病房.进行专家手术.补

助异地就医交通住宿费%的基础上!新增&专家

随访.专家复诊%两项服务*而且国内合作医院

数量更多!重大疾病的病种范围也更大*

自推出&重大疾病绿色通道%服务后!立刻

引起市场震动* 而今!随着泰康健康管理系统

的正式上线!泰康&重大疾病绿色通道%服务迎

来重大升级*

在原有专家门诊.专家手术.专家病房.补

贴住宿交通费&三专一补贴%的基础上!新增专

家随访(((专家诊后提供一年的专业医生定

期关爱电话回访/专家复诊(((提供包括以上

&三专%在内的复诊服务* 也就是说!&三专一补

贴%变成了&三专两诊一补贴
;

电话随访持续关

照%*

此外!与泰康人寿签约合作的三级甲等医

院! 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由
))

个省份的
"<=

家

提升至
"!

个省份的
=$$

家! 涵盖了北京协和

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及河南省人民医院等国内

知名医院* 同时!将疾病范围扩大到
%)

种!如

恶性肿瘤.艾滋病等均包含在内*据统计!我国

大陆地区重大疾病!特别是恶性肿瘤的
=

年生

存率平均不到
)=>

!而在人口大省河南!尤其

如此 !

)$!$

年一年内新增肿瘤患者近
)%

万

人!超过
!=

万人被肿瘤夺去生命!死亡率比上

世纪
&$

年代翻了一倍*

泰康人寿创新推出的&重大疾病就医绿色

通道服务%! 将虚拟的保险产品与实体的健康

服务相结合!让生命更加有尊严地存在*

!张岩"

为什么要指定身故受益人
!!!!!!

被保险人身故后!享有理赔金领取资格

的人为身故受益人*

如果受益人明确! 发生保险事故后!保

险金将由保险公司直接给付受益人/如果填

写法定
?

指代不明确!容易产生争议!有人主

张将其视为未指定受益人
@

或未指定!保险

金就由保险公司按照法定的继承顺序进行

分配!进入遗产范围!有可能引起纠纷*

因此!建议最好在投保时指定明确符合

条件的受益人*

未指定身故受益人理赔时会遇到哪些困难#

需提供更多的索赔申请材料 !程序相

对繁琐* 除需提供常规理赔材料外!还需

要户籍管理处出具关系证明 ! 或填写格

式版的身份关系证明和遗产继承声明 !

到派出所盖章 ! 如果继承人在不同的城

市 ! 派出所无法盖章的话还需要到公证

处做公证 /在后续理赔还容易遗漏 !导致

法律纠纷 /审核案件耗时延长 !影响理赔

时效*

未指定受益人案件有时还需要发调查

来明确继承人及继承比例/ 尤其是银行代

理业务!既往未指定身故受益人占比较多!

大多数银代客户认为手续过于繁琐! 直接

导致客户满意度的下滑*

指定身故受益人有什么好处#

如果保单受益人为指定!申请理赔时只

需要提供受益人的身份证明即可! 手续简

便!理赔方便快捷*

指定身故受益人有哪些注意要点#

受益人应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

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需经被保险人同意*

指定要明确* 指定受益人时!应写上实

名!同时注明受益人的身份证号码!以及与

被保险人的关系等! 避免模糊地写成 &妻

子%.&孩子%这样的称谓*此种情况会被认定

为指定不明确*

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

人* 受益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受益顺序和受

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各受益人按照

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举例说明$

张三!受益顺序
!

!受益份额
!$$>

"李

四!受益顺序
)

!受益份额
!$$>

#

当被保险人身故时! 张三为受益人!全

额受领保险金!如果张三已经身故或放弃受

益权的!则由李四全额受领保险金$

张三! 受益顺序
!

! 受益份额
"$>

"李

四!受益顺序
!

!受益份额
&$>

%

当被保险人身故时!张三领取
"$>

保险

金!李四领取
&$>

的保险金$

受益人可以变更$ 在被保险人生存!保

险事故未发生前!投保人可变更受益人$ 但

需征得被保险人同意且以书面形式通知保

险公司$ !新华"

!"月 #!日之前
周口市福利彩票户外流动销售车继续征召
!!!!!!

为庆祝福彩双色球自上市
!!

年以来中出

!$

个亿元巨奖.中国第一彩票&快
#

%全省火爆

上市! 满足业主投身公益事业的强烈需求!同

时方便我市彩民购彩!周口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现面向社会公开征召福彩流动销售车* 该销

售车为厢式三轮电动车! 车内配备福彩投注

机!无线上网!不但可以销售即开型福利彩票!

还可以销售电脑彩票* 其最大优点是不受地点

限制!可随时随地售卖彩票!有很大的灵活性!

特别是在市区广场.人民公园等繁华地段销售

火爆!是继投注站.销售亭固定销售之后的一

种新型销售模式*

一.征召对象
%!&

热爱福利公益事业!高中

以上文化程度/

'&

有营销经验.下岗职工优先*

二.具体事项
%!&

每辆销售车只需缴纳押金

(""

元!即可使用!无租赁费用*

'&

有意者请于

'"!)

年
!"

月
#!

日以前! 到周口市福彩中心

+黄河路老火车站西
#""

米路北, 报名* 联系

人-舒女士 手机-

!#*#*+!($(!

!"#$%&'()*+,-./01234

!!!!!!

在
)$!%

年的重阳节! 华夏保险太康支

公司&关爱老人%在行动) 公司经理李国全带

领五位内外勤同仁携手两位社会爱心人士

组成志愿者队伍!看望了贫困孤寡老人*

王集乡张岗行政村张广真老人今年
<#

岁!老伴因打仗牺牲在战场上* 老人独居生

活了
=$

余年!膝下一个儿子从
)$$<

年去外

地打工后就再没回来!生活依靠国家给予的

一月
#$

元的补贴维持! 除春节时街坊邻居

送一点肉!平时从未吃过!生活十分困难*

太康县王集乡城寺头村李翠兰老人!今

年
'%

岁!很多年前由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

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说话* 她无儿无女!现

在和外甥相依为命!平时生活都是靠左邻右

舍救济!到现在连间房子都没有!连电也没

有用上!一年四季就在一个摩托三轮车上渡

过!外甥去哪就把她带哪*

太康县毛庄乡蒋埠口村特困老人赵爱

连!今年
<$

岁高龄!一生坎坷!年幼丧父!从

小到大母女俩相依为命!受尽苦难* 等她成

年结婚后!第一个孩子
#

岁时!由于在河边

玩耍!不小心溺水身亡* 自从孩子出事后!她

身体一直都很虚弱!需要长期服药来调理身

体!

*

年前老伴又因重病离开人世!本身就很

拮据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

在各位老人孤独无助时!华夏保险送去

了关爱!老人久违的笑容又展现了出来*

!华夏"

华夏保险客服节关爱活动进行时

!"#$56'()*+,7.89:2;4

!!!!!!#

月
)"

日!华夏保险&金秋客服节%盛大

开启* 分公司总经理徐洁.周口中支总经理

杨文针对此次慰问活动召开全省&金秋客服

节%活动专项会议!要求全省内外勤员工!积

极参与慰问活动* 周口淮阳支公司积极响

应!紧跟总.分公司步伐!组织落实慰问抗战

老兵和孤寡老人*

!$

月
"

日!淮阳支公司经理苏静带领内

外勤工及社会爱心人士共计
<

人!组成&爱

心慰问小分队%前往淮阳白楼乡五谷台镇九

里沟慰问高龄
<$

岁的孤寡老人赵洪荣!淮

阳县许湾乡郭庄行政村
<"

岁的五保户老人

李丙才! 淮阳县齐老乡老关行政村
&$

多岁

的抗战老兵蒋洪田!淮阳县齐老乡于庄行政

村
&&

岁的五保户老人刘超荣! 淮阳县齐老

乡
&#

岁五保户老人崔红荣! 淮阳县白楼乡

简草楼村
<$

多岁的孤寡老人陈家兰等
'

位

老人*

老人们生活艰苦! 有的靠邻里帮助!有

的靠政府接济!有的靠拾破烂!生活极其艰

苦* 华夏&慰问小分队%为老人们送去了米.

面.油等生活用品* 老人们接到华夏保险的

慰问物资感动得热泪盈眶*活动同时也得到

了当地村委会的高度重视*

在慰问的
'

位老人中!抗战老兵蒋洪田

老先生让大家记忆深刻* 据老先生口述!他

是
!#'=

年
"

月入伍当兵的!曾在
<$)"

部队

服役!

!#'&

年退役回到家乡* 由于服役期间

的工作是装设导弹!身体吸取了很多的有毒

气体!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每月靠国家给予

的
!$$$

多元的补贴度日!生活非常困难* 华

夏保险&慰问小分队%前去慰问他!老人深表

感激*

!华夏"

<&3=>?@ABCDEFGHIJK?@LM

让大病诊治更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