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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保险援建淮阳县安岭镇希望小学奠基仪式正式启动
!!!!!!

日前!由中国平安援建的淮阳县安岭镇平

安希望小学奠基仪式正式启动"中国平安集团

总部#平安保险河南省分公司#周口中心支公

司!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省希望工程办公室!

团市委以及淮阳县#安岭镇的有关负责人出席

奠基仪式"

淮阳县安岭镇程楼小学有着较早的办学

历史!成立于
/611

年" 学校地理位置偏僻!留

守儿童较多!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教育

水平较低" 中国平安集团经过学校选址#实地

考察#严格筛选后!决定把淮阳县安岭镇程楼

小学作为援助对象!以公益爱心支持贫困地区

的教育事业"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行政部经理郑之炎说!

经过
01

年发展! 希望小学支教行动已经成为

中国平安最重要的公益项目之一!目前在全国

范围内已经援建超过
//7

所希望小学"淮阳县

安岭镇平安希望小学是平安集团援建的河南

省内第四所平安希望小学"此次平安集团捐资

;7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程楼平安希望小学新

的校舍即将动工!

07/;

年秋季! 学生就可以在

新的教学楼里读书了"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总经理夏国防介绍!明

年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平安也将在这里开展志

愿者支教行动!将对学校文化艺术课程教学的

不足进行重点改善" 除此之外!平安公司还会

定期进行回访!了解学校的实际需求!持续开

展维护工作" 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平安的不懈努力!程楼平安希望小学的发

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奠基仪式上!平安集团捐献的
<

台电脑以

及
/;7

个新书包同时发放给安岭镇平安希望

小学"

程楼平安希望小学的教师们对中国平安的

关心和支持十分感谢!表示将以此为动力!把中

国平安的爱和呵护传递给学生们" !张凉草"

生命人寿理赔服务走进!!"时代
!!!!!!

理赔网络报案#微信报案#理赔案件进

度在线查询这些依靠网络应运而生的保险

理赔$

=

%服务日前已经通过生命人寿官网

和微信公众平台得以实现" 相比传统电话

理赔报案及进度查询方式! 客户只需关注

$生命人寿%官方微信或登陆生命人寿官网

路!借助手机终端或电脑进行报案!通过网

络查询了解理赔处理进度即可" 大大缩短

了报案处理时效!透明化理赔处理进度"

07/8

年
5

月生命官网上推出了理赔报

案服务#理赔进度在线服务" 服务的上线缩

短了报案处理环节#实现了报案数据的实时

传送!让客户时时掌握案件处理进度!对于

提高理赔案件处理的透明度起到重要作用"

07/8

年
8

月生命微信公众平台推出的

微信报案服务成功处理第一件微信报案案

件" 该平台上线后既丰富了报案方式!为不

同客户群提供不同形式服务! 同时优化了

理赔流程#提升了理赔时效" 客户可以通过

扫描微信二维码加入生命人寿微信公众平

台!实现报案"

伴随电子商务应用的普及! 生命人寿

的保险理赔 $

=

% 化服务也在不断的推陈出

新" 客户自助理赔#生命理赔直通车等理赔

$

=

%化服务将会在不远的未来和广大的客户

见面"

微信# 官网等理赔报案服务平台的实

现是公司创新发展的要求! 结合网络新技

术!为不同客户群提供不同形式服务!优化

理赔流程#提升理赔时效" 生命人寿将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致力于为客户

带来便捷#实惠的服务而不断创新" 生命人

寿理赔服务全面走进$

=

%时代"

生命人寿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

6;;5;>

877<07775;

生命人寿周口中支理赔热线 &

7568:

17900/6

生命人寿官网&

***2?%@3:&%A=2-3#

生命人寿公众微信号
BC6;;5;

你会报案吗#

什么是报案#

报案是指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或疾病

后! 投保人# 被保人# 受益人或知情人及时

向保险人履行法定通知义务的行为"

报案主体有哪些#

投保人# 被保险人# 受益人! 也可以是

被保险人# 受益人亲属或事故知情人! 保险

代理人也可协助投保人# 被保险人及受益人

报案"

报案方式有哪些#

报案人可以采取如下报案方式向公司报

案&

通过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6;;19

报案! 受

理报案服务为
08

小时"

直接到公司分支机构客服柜面报案! 由

综合柜员接待办理"

国际
CDC

救援中心的新华保险专线救援

服务电话为
08

小时中英文热线 &

877!</!

6;;19> 877!<<

!

6;;19

'公司
EFG

客户专属

服务热线
H

! 通过新华保险公司官方网站进行

报案"

报案有时限吗#

根据 (保险法) 和保险条款规定! 投保

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出险事故发生

后! 应当于
/7

日内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故意

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 致使保险事故

的性质# 原因# 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 保

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或者将承担由于通知延迟

致使公司增加的勘查# 检验等项费用 '因不

可抗力导致的延迟除外*"

报案要点有哪些#

报案时需知道保单号# 投保人或被保险

人身份证号中的任意一项+ 需将保险事故的

时间# 地点# 事件# 结果进行准确描述! 部

分报案内容错误或者不清重新核实后可进行

补充报案"

!新华"

中原信托成功举办大型关爱女性活动
!!!!!!6

月
5

日至
//

月
0

日期间!中原信托

成功举办了大型关爱女性活动"据了解!活

动期间! 数百位新朋友关注了中原信托的

官方微信! 增加了对中原信托的了解+

/7

月
/<

日和
//

月
0

日在中原信托郑州财富

管理中心举办的两次美容财富沙龙也受到

了新老朋友的热烈欢迎"

美容财富沙龙中! 中原信托财富管理

中心市场一部经理高宇帆从基本信托知

识#信托相关法规#中原信托概况三个方面

为参与讲座的客户朋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剖析和讲解"同时!还介绍了中原信托近期

发售的宏业系列以及安益系列两款产品"

高级美容顾问则从秋冬季美容养生知识和

日常面部保养手法两个方面与客户朋友们

进行了分享"讲解结束后!到场的中原信托

理财专家和高级美容顾问还和客户朋友进

行了一对一深入的交流探讨! 解答大家在

日常投资理财和美容护肤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现场活动气氛热烈!尤其在财富知识和

美容窍门的分享环节!朋友们积极分享#热

烈讨论!会场内几度掀起了高潮"

接下来中原信托还将举办高端理财#

美容护肤#服饰搭配#养生品鉴等方面的系

列活动!敬请新老朋友关注并积极参与"如

果读者朋友希望了解活动详情! 可以拨打

8771<97//1

电话咨询或关注中原信托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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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连续八年蝉联
!亚洲企业管治大奖"

!!!!!!

日前! 亚洲著名公司治理杂志 (亚洲企

业管治) 在香港颁发了第十届 $亚洲企业管

治大奖%" 中国平安凭借诚信# 透明# 公开#

高效的企业管治! 连续第八年荣膺该殊荣!

获得中国区 $企业管治指标大奖%" 中国平安

董事长马明哲亦连续四年荣获 $亚洲企业董

事奖%"

中国平安自成立以来! 在
01

年的发展与

实践中! 一直致力于成为金融行业中公司治

理的标杆和典范! 始终如一地贯彻对股东#

客户# 员工和社会负责的企业使命和治理原

则! 建立均衡# 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国际化

的董事会及相关制度# 完善的决策机制! 并

通过制定规章制度# 强化内部监控及风险防

范与管理# 以公开及全面的态度适时披露数

据! 维持高水平的企业管治"

凭借在企业管治方面的努力和良好表现!

中国平安近年获得了国际著名专业机构和杂

志的多项奖项! 其中包括英国知名财经杂志

(欧洲货币) 评选的 $亚洲最佳管理保险公

司%# 香港董事学会颁发的 $杰出董事奖%#

香港上市公司商会颁发的 $

07/5

年香港公司

管治卓越奖% 等"

作为亚太地区公司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

的专业杂志之一! (亚洲企业管治) 至今已

经连续十年评选 $亚洲企业管治大奖%! 旨在

评估亚太区内公司的企业管治水平! 表彰在

公司治理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 今年! 该奖

项三个类别分别为 $企业管治指标大奖 %#

$企业管治杰出企业奖% 和 $最具潜力企业管

治奖%"

!张凉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