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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长 珠江相伴”。 珠江人寿

借成立六周年之际，开启了为期三个月

的客户服务节活动。

珠江人寿客户服务节，围绕少儿及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各分支机构在全

国各地以线上线下联动的活动方式，为

不同渠道的优质客户及其家人带去关

爱，用真诚向客户传递温暖。

珠江人寿将“健康成长 珠江相伴”

作为 2018 年客户服务节主题， 关注少

儿及青少年成长， 聚焦健康生活，于

2018 年 9 月至 11 月组织各分支机构在

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客户服务

节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珠江人寿 2018 年

客户服务节活动更加注重互动性。通过

这一系列的音乐剧鉴赏会、亲子烘焙和

手工艺品制作、有奖征文比赛、青少年

健康知识讲座、免费视力检测、图书馆

参观等， 珠江人寿为广大客户营造亲

子互动的欢乐时光及寓教于乐的良好

氛围。

“健康成长 珠江相伴”。 珠江人寿

表示， 未来将以客户服务节为契机，继

续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更

丰富多元的活动中，让客户近距离触摸

珠江人寿的温情与关爱，共同开辟滋养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沃土。

其实，不仅仅是客户服务节，聚焦

主业，珠江人寿同样用心、贴心、专心。

作为新生代的保险力量，珠江人寿

始终围绕“成为最具竞争力和价值的金

融保险集团”这一总体发展愿景，本着

“守法经营、诚信服务、稳健发展、追求

实效”的经营理念，以品质和服务塑造

品牌实力， 用创新产品惠及广大客户，

用高效理赔践行保险真谛。

最新数据显示，珠江人寿累计保障

金额达 1，224 亿元， 已为近 50 万用户

提供了承保、保全、理赔等保单服务。珠

江人寿致力于为社会大众提供人文关

怀的寿险产品和服务，“珠江康佑终身

重大疾病保险”、“珠江未来无忧重大疾

病保险”、“珠江保驾护航白金版两全保

险”等险种热销，成为珠江人寿的明星

产品。

牢牢把握保险行业创新性、多元化

的服务趋势，为给客户提供更便捷的服

务，人工智能的应用成为珠江人寿一大

亮点。

据珠江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珠江

人寿在近年来积极推动了人工智能技

术在保险业务上的应用， 优化投保、保

全和理赔流程的同时，大大提升客户服

务效率和体验，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客户

中的口碑和满意度。

珠江人寿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赵鹏宇）

据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 昨日，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等13个部门决定，自2019年1

月8日起， 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为

期100天的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

整顿重点锁定多个领域

“‘保健’ 市场乱象严重危害民

生，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严重

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要拿出切实管用

的措施，防止死灰复燃。 ”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局长张茅在会上表示，近段时

间，“保健” 市场暴露出虚假宣传、违

法广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等一系

列问题，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扰乱了市场秩序。 社会舆论反映

强烈，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整治保健市

场乱象。 要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不

搞运动式执法，要建立健全长效监管

机制。

张茅说，“百日行动”涉及行业领

域广、商品类别多、违法行为复杂，涉

及各级政府、多个部门的职责，必须

强化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为此，

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在线索

摸排、调查取证、案件移送、信息共

享、宣传报道等方面建立顺畅有效的

工作协调机制。 建立政府统一领导下

的联合工作机制，制定本地区行动方

案，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地方对口部门

的业务指导督促， 强化上下联动，形

成“全国一盘棋”。 此外，要深入动员

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百日行

动”。 一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

导和监督作用，加大对行动成果的宣

传报道，营造强大声势和良好舆论环

境。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

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积极提供线

索、维护自身权益。

据了解，在多部门联合下发的《联

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方

案》

（下称《方案》）

中，将整顿重点锁定

为：与人民群众日常消费密切相关的

行业和领域，食品

（保健食品）

；宣称具

有“保健”功能的器材、用品、用具；日

用消费品；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等日

用家电；玉石器等穿戴用品；声称具

有“保健”功效的服务等。

直销产品也成整顿重点

直销产品也成为整顿重点。 在据

《方案》中，提到了严格直销行业市场

准入，暂停办理直销相关审批、备案

等事项。 重点查处直销企业及其直销

员违规直销及从事传销活动的行为。

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有虚假宣传、

超直销产品范围经营、在未批准区域

开展直销业务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在

市场监管等部门执法处罚的基础上，

撤销所涉直销产品备案； 情节严重

的，依法撤销相应分支机构直销经营

资格直至吊销该企业直销经营许可

证。

《方案》还提到，将依法严厉打击

直销企业部分经营者在生产销售“保

健”产品过程中，捏造事实、以次充好，

夸大产品用途及效果，制作虚假宣传

广告欺骗消费者， 制售假冒伪劣产

品，并打着直销旗号，利用产品招商

会、产品推介会、分享表彰会等方式，

通过不正当的营销手段诱骗消费者

尤其是老年、病弱等人群的行为。

此外，张茅还表示，要加强案件查

办，迅速形成有力震慑。 要利用信息

化手段开展大数据分析，拓展信息来

源，深挖案件线索。 要集中执法力量

和资源，迅速查办并公布一批虚假宣

传、违法广告、制假售假、违规直销等

方面的重大典型案例， 依法从严处

理，加大违法成本，提高执法权威，形

成有力震慑。 要总结执法成效，对执

法中发现的行业共性问题，采取集中

约谈等方式，对行业协会、行业内重

点企业进行警示提醒，督促开展行业

自查，主动整改违法违规行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

昨

日，由蚁米控股发起，区块链圈成立了

“卓启链盟”， 并在广州科学城启动了

第一个区块链工业智能园区———蚁米

安居宝区块链工业智能产业园。 首批

联合发起单位是48家具有区块链开发

落地能力的公司和合作场景方， 现场

对接会签署了总共10095万元投资额

的多个区块链场景项目，推动“区块链

技术+场景”落地。

“自运行”的区块链组织

据了解， 卓启链盟是面向全球区

块链技术开发与应用主体， 以规则驱

动的、 拥有共识信任机制的分布式自

组织。 卓启链盟成立并发布了由首批

48个节点公司共同起草投票通过的运

行机制《卓启链约》。

蚁米控股创始人张锦喜表示，链

盟不是联盟，没有中心管理员

（盟主）

。

链盟特指以区块链技术共识机制为

盟，非实体，非注册，不结盟，核心是一

套各节点共同遵守的规则库。 链盟为

各节点相互协作提供规则框架， 本身

不作为法律实体，不作为收入主体，也

不负责登记审核节点的其他信息。 规

则修改由节点投票决定。

“链盟不收费， 没有会长或理事

长，靠卓启链盟规则‘自运行’。 ”张锦

喜说，链盟成立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

联合和调动彼此的技术力量， 各施所

长，达成场景落地；其次是通过项目落

地强化技术研发和改进， 定期开展技

术创新探讨，促进技术进步。

被选为7位链盟轮值席之一的私

家云创始人、 炒米科技CEO李祥明表

示：“我们类似一群音乐爱好者， 在自

己的地方搞一个Party———争鸣区块链

技术，联合力量落地合作签单，共同邀

约投资人来关注。 ”他表示，链盟规定

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的合法主体才能参

加，企业之间可互相借调技术人员，提

供彼此的技术支持。

记者获悉， 首批48家发起单位来

自广州、佛山、深圳、西安、香港、杭州、

上海等地， 另有两家技术公司分别来

自美国、印度，涉及技术底层类、应用

开发类、安全防护类、硬件装备类等多

个类别， 以蚁米各地区块链园区为聚

集点开展集中业务对接。

推动“区块链场景”落地

签约现场， 多个项目宣布获得蚁

米基金等5家机构投资， 总投资额逾

5000万元。

区块链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

赋能。 张锦喜表示，卓启链盟今后将积

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场景”落地；推动

区块链技术进步，融通创新；共同打造

区块链产业生态， 用实际行动向市场

证明区块链的作用； 定期开展项目场

景落地项目对接会、 区块链技术人才

技能培训和招聘对接会， 促进大学生

青年才俊的创业就业。

整顿保健品乱象“百日行动”启动

违规直企情节严重可吊销牌照

卓启链盟推动“区块链技术+场景”落地

卓启链盟合作项目签约。 黄建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