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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1.08财神节”持续进行

购买“爱满分”保障加码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江欣蔚

日前，中国平安“1.08 财神节”在持

续开展中，活动在 1 月 8 日已迎来爆点

日，并将持续至 2 月 9 日中国传统的迎

财神日。 在财神节期间，平安人寿少儿

重疾产品爱满分保险产品计划

（以下

简称“爱满分”）

受到消费者追捧。

随着社会健康保障意识的提高，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如何预防重疾、

治疗重疾，以及如何提前布局，规避或

降低重疾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重疾年

轻化、少儿化、幼儿化，也吸引了不少

家长的目光。 少儿重疾险，日益成为家

长群体的主要选择。 确实，为孩子购买

一份少儿重疾险， 不仅仅是为孩子提

供一份充足的保障， 更是为父母自己

分担了一份生活压力。

那么， 一款保障全面的少儿重疾

险，应该是什么样的？ 以平安人寿“爱

满分” 为例，2018 年六一儿童节期间，

平安人寿重磅推出新款少儿险“爱满

分保险产品计划 ”， 该产品针对 0~17

岁的少儿群体设计，能提供 110 种疾病

保障，并兼具满期高额给付的特点，平

安人寿表示，希望“爱满分”可为孩子

的健康成长与梦想实现提供“满分守

护”与“满分支持”。

具体来看，爱满分提供的 110 种疾

病保障， 涵盖 80 种重疾和 30 种轻症。

轻症最多可以赔付 3 次， 每种轻症限

给付一次， 且不影响 80 种重大疾病的

给付。 疾病保障范围广，等待期后确诊

合同约定的疾病且达到赔付条件，可

获得重疾保险金， 可有效缓解父母的

经济压力。 爱满分另外一大特点是合

同有效 30 年保险期满且未给付重疾

保险金的， 给付主险及附加重疾所交

保费的 150%。 可以在孩子成家立业的

关键阶段提供经济支持。

此外，在保障期 30 年内，爱满分为

孩子提供身故保障。 18 岁前身故给付

主险及附加重疾已交保费，18 岁后身

故给付相当于主险及附加重疾所交保

费之和 150%的身故金。 如果投保人身

故或者是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 30

种轻症， 可免交交费期内剩余的主险

及附加重疾各期保费，保障继续有效。

值得关注的是， 爱满分的保障范围也

包括白血病、严重哮喘、严重心肌炎等

少儿高发重疾， 同时附带投被保人豁

免、满期给付生存金等责任，是款功能

较为全面的少儿重疾险。

1 月 6 日星期日早上，黄岐派出

所洞庭易家庆警官按照刘谋耀所长

的工作指示精神， 针对辖区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高发的苗头， 专门组织

嘉洲广场 35O 名员工， 在广场内进

行防电信网络诈骗宣讲活动。

期间，社区民警用通俗易懂、生

动有趣以及提问题回答问题的授课

方式， 向在场员工详细介绍了日常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电信诈骗类型，

以及防诈技巧。 民警提醒大家要时

时刻刻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保

持冷静，不要贪小便宜，特别遇到突

如其来的陌生转账、 陌生连接不要

冲动进入，要多与身边的亲人、朋友

沟通， 以及发现可疑情况要与社区

民警反映和拨打 110 报警，杜绝诈骗

分子利用群众的善良之心进行诈骗。

随后， 民警当场通过微信“面

对面建群” 建立了一个“嘉洲广场

防电信诈骗联盟群” 以便于日常的

沟通和电诈防范的交流， 另外， 共

发出防诈骗宝典、 拒绝做“水鱼”

智斗“逢人昆” 宣传小册子共 450

份， 以进一步加深和巩固员工的防

诈技巧， 民警还鼓励员工要把学习

到的知识传授给自己身边的每一个

人， 共同建立＂ 电诈防火墙＂。 通过

面对面宣讲， 在辖区内努力营造强

有力的宣传氛围， 在下一阶段， 社

区民警计划采取形色多样的宣传方

式， 共同抵御电诈寒潮！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蔡健斌

1 月 4 日晚 9 时许， 佛山市顺德

区公安局容桂派出所通过工作中发现

的线索， 在顺德区容桂小黄圃一出租

屋内抓获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的嫌疑人

汪某

（男 ，

33

岁 ， 湖北人 ）

， 现场缴

获自制气枪两支， 自制造枪零件一

批。

经审讯， 嫌疑人汪某交代自己于

2017 年 9 月在家中上网时， 无意中发

现了一个气枪组装的 QQ 群， 由于自

己有枪支方面的爱好， 便一直关注着

群里的信息， 学习如何组装气枪。 之

后就在网上购买了组装枪支所需的零

部件， 自己在家开始组装气枪。

有了第一次改装的经验， 嫌疑人

于 2018 年 8 月再次网购气枪改装的零

部件在家组装气枪。 并购买了直径为

6MM 钢珠弹， 通过打巷子里老鼠来

测试自己改装的气枪。 2019 年 1 月 4

日， 容桂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 将嫌

疑人汪某抓获归案。

民警提醒， 虽然是一把小小的气

枪， 但也可危及生命。 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 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 邮寄、

储存枪支、 弹药、 爆炸物的， 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

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死刑。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庹鹏 刘宇洋

南海将开展新一轮

卫片整治专项行动

1 月 8 日， 南海区召开 2018 年

度卫片执法工作总结部署会，会上提

到，南海区将开展新一轮卫片整治专

项行动，以大幅减少新增违法用地以

及占用耕地的总量。

据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国

土）

副局长潘汝海介绍，当前南海区

新增违法用地综合整治率达到了

72%，但南海区违法用地整治工作的

形势仍然严峻，需要立即开展新一轮

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国土部门通过结

合卫星图片和日常巡查，已分四批向

各镇街下发了拆除复耕复绿和完善

手续的清单，接下来将按步骤，复耕

复绿一批、完善手续一批、立案查处

一批。

“这次集中整治违法用地专项行

动是一场硬仗，是一次攻坚战。”南海

区区长顾耀辉表示，各镇

（街 ）

、各有

关部门要做到组织到位、 宣传到位、

责任到位、统筹到位、督查到位等五

个“到位”，确保此次整治违法用地专

项行动取得实效。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农行佛山分行举办

导师制青年党员座谈会

近日，农行佛山分行举办“弘扬

爱国奋斗精神， 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导师制青年员工座谈会，该行党委副

书记、副行长蔡继辉，青年导师制导

师代表、党员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座谈会上，全体人员观看了《榜

样 3》专题纪录片，在老党员宋书声

“无声的选择”中感受坚韧，在 80 后

党员贺星龙“无悔地付出”中感受大

爱，在榜样身上感受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执着坚守，在场党

员备受鼓舞。 观看《榜样 3》后，各支

行的青年党员代表纷纷结合时政热

点、 联系岗位实际说感受谈心得，导

师代表们也投入其中，与青年党员们

互动分享，收获阵阵笑声和掌声。

农行佛山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

长蔡继辉充分肯定本次活动的意义，

鼓励青年员工要珍惜机遇和平台，保

持一颗谦卑心踏实做事，永葆学习的

热情不断进步，从小事做起、从身边

点滴做起，不断提升自我价值和幸福

感。

据悉，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弘扬爱国奋斗精神重要

指示精神的一次实践，进一步夯实了

该行青年员工导师制项目成效。在活

动尾声，导师们还为在场青年党员赠

书，一本《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承载

着希望和祝福，在场的导师和青年党

员还纷纷在“初心墙”上留言，展现牢

记使命，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江欣蔚

防电诈宣传 走民心之路

网上学造气枪，一男子被抓获

防电诈宣传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