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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使

7.53 亿的中国网民享受到了无比快意的

生活。 现在人们无论身处何地，只需一部

手机，即可轻松跨越时空，在手指飞快的

点击中实现满满的获得感。

信泰保险官微作为公司超百万客户的

贴心保单管家， 在保全服务模块上一直潜

心研究、不断创新，立足客户需求实现了 7

项保全查询功能和 26 项保全服务功能的

在线自助办理，以专业、高效、贴心、便捷的

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誉。 2018 年全

年，信泰保险官微总点击量达 50余万次。

伴随着微信端保全功能的广泛普及，

新的服务需求应运而生。 一些客户或缺

乏足够的时间，或不熟悉微信等工具的使

用，十分渴望能有一个全能型的保单服务

天使，解决他们的困扰。

客户的体验反馈是推进服务创新的

驱动力。 经过深入的需求调研和系统开

发，“移动柜面”功能在“信泰保险官微”平

台正式上线亮相。

当客户遇上没有时间在线操作、操作

流程不熟悉等情形时，就可以借助“移动

柜面”轻松解决。 该功能凭借独特的流程

设计和风控系统，可以让信泰保险的内外

勤员工直接协助客户办理微信在线保全

业务，办理的方式浅显易懂、易于掌握。只

需客户通过短信验证码的形式授权服务

人员，被授权的服务人员即可在自己手机

的微信端登录后绑定客户名下的保单，并

按照客户的需求为其操作和办理，办理过

程中会以短信验证的形式告知客户办理

进度和确认事项，经客户反馈验证码予以

确认后，保全项目便可生效。

让每一项服务充满智慧和温度，为广

大客户提供其最为期望和渴求的服务支

持，是信泰保险不懈的追求。 在保险科技

日新月异的当下及未来，信泰保险将一如

既往以客户为中心， 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以优质服务赢得客户信赖。

信泰保险打造“移动柜面”，让服务插上翅膀

在 2019 年“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

之际，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亚保险”）积极响应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号召，“以消费者为中心

优化服务”为主题，于 3 月 11 日至 15 日

开展“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周”活动，为

保障消费者权益，提升消费者保险意识

尽一份力。

作为全球领先的保险机构 AIG 在中

国经营财产责任险保险的独资子公司，

美亚保险始终坚持“客户至上”，从保险

销售、承保、理赔到增值服务的各个环

节， 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力

争以品质赢得信任，切实履行保护消费

者权益这一责任，让保险真正地服务于

人们的生活。

以消费者熟悉的旅行保险为例 ，

为了最大程度满足出行在外的消费者

的切实需要，AIG 专属 Travel Guard 全

球救援服务已经建立了包括广州在内

的 8 大救援中心，并与超过 65 万家优

选服务供应商和 300 多个空中救护组

织合作，24 小时不间断地为客户提供

旅行信息咨询、紧急救援、疾病协助等

服务。

今年初， 美亚保险客户赵女士在美

国旅行途中，左脚踝骨意外骨折，被要求

尽快进行手术； 但选择在当地手术，需

要承担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 赵女士随

即致电 Travel Guard 广州服务中心报

案，在工作人员详细告知理赔所需材料

和流程后，赵女士终于放心并决定在美

国当地进行手术。

手术完成后，Travel Guard 救援中心

医疗团队对赵女士的医疗报告进行评

估，判断其适宜的转运方式是搭乘商务

舱回国。 为此，救援中心为赵女士购买

了机票， 并提前预约机场的轮椅服务，

安排当地送机服务及回国后的接机服

务。 这一系列细心安排，保证了赵女士

安全、顺利地返回国内。 不仅于此，赵女

士此次意外造成的包括美国住院手术

费用及国内复诊费用，也得到了美亚保

险快速、及时的赔付。

为了给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美亚保险正在深挖人工智能在理赔方

面的应用和升级， 通过移动理赔平台、

理赔小程序等的赋能让保险服务再上

一个台阶。美亚保险将继续以消费者为

中心， 专注开发更新更优质的产品，为

广大保险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保险

服务。

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高品质保险服务

———美亚保险开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周”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在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际， 昨日银保

监会网站通报了2018年保险消费投诉情

况。 2018年，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

收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费投诉88454

件，同比下降5.00%。 虽然行业整体投诉

量略有下降， 但对于互联网这种新兴保

险消费渠道来说， 由于目前发展还未成

熟，投诉量呈上升趋势。 据统计，2018年

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达10531件，同比增

加121.01%。

去年保险业投诉量同比下降5%

根据银保监会统计数据，2018年，银

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涉及保险公

司的保险消费投诉88454件， 同比下降

5.00%。 其中， 保险合同纠纷投诉86491

件，占比97.78%，同比下降4.96%；涉嫌违

法违规投诉1963件，占比2.22%，同比下

降6.92%。

在涉及保险合同纠纷的投诉中，财

产险公司占比55.84%。 其中，投诉量位居

前五的保险公司为人保财险、平安财险、

国寿财险、太平洋财险及众安在线，投诉

量分别为9280件、6863件、4465件、3007

件和2135件。 除众安在线外，其他4家险

企投诉量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人保财险

投诉量同比下降20.10%。

人身险公司方面， 保险合同纠纷投

诉量位居前五的公司为中国人寿、 平安

人寿、 太平洋人寿、 新华人寿和泰康人

寿， 投诉量分别为7134件、4985件、3762

件、3643件和2982件。 除平安人寿同比增

加14.73%外，另外4家保险公司的投诉量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中国人寿降幅达

36.07%。 在涉嫌违法违规的保险投诉中，

财产险公司占比为17.17%， 在投诉量前

十公司中，众安在线、安心财险再度“上

榜”。 而人身险公司投诉占比为82.83%，

其中华夏人寿投诉量同比增长118.18%、

阳光人寿投诉量同比增长83.51%。

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增121%

虽然行业整体投诉量略有下降，但

是互联网保险投诉量却直线上升。 据银

保监会统计，2018年，互联网保险消费投

诉达10531件，同比增长121.01%。 其中，

涉及财产险公司的投诉8484件， 同比增

长128.25%；涉及人身险公司的投诉2047

件，同比增长95.32%。

位居互联网渠道投诉量前五的保险

公司依次为：众安在线（2144件）、安心财

险（1634件）、泰康在线（1413件）、人民健

康（849件）、平安财险（548件）。 投诉量前

十险企中，人民健康、天安财险的投诉量

同比增幅超过1000%， 分别为3437.50%、

1023.33%。

银保监会指出， 在互联网保险消费

投诉中， 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集中在

销售告知不充分或有歧义、 理赔条件不

合理、 拒赔理由不充分、 捆绑销售保险

产品、 未经同意自动续保等几大问题

上。 业内人士指出， 这是由于互联网渠

道产品发展时间较短、 客户服务仍未成

熟导致， 消费者若要获得更为及时、 详

尽的保险理赔服务， 可以选择线下方式

购买。

银保监会通报2018年保险消费投诉情况：

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量大增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李 晶

晶 ）

为做好新形势下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 近日， 农银人

寿广东分公司

（下称 “农银人寿

广分 ” ）

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

传活动， 增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

和服务的了解， 提升消费者保险

消费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据悉， 本次教育宣传活动将

“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 定

为主题。 在此期间， 农银人寿广

分及下辖各机构将在线下开展总

经理接待日、 保险知识及维权知

识宣传普及、 客户信函回访、 客

户保单权益保护等多种形式活

动。 各机构也将在活动期间开展

业务风险排查， 严格操作标准，

提升服务品质， 切实维护客户权

益。

线上方面， 农银人寿将在官

网开设“客户权益保护专栏”，

公布服务承诺、 展示消费者维权

知识， 帮助并指导客户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此外， 农银人寿还

将特别推出微信保单服务功能推

广活动， 客户关注并绑定微信公

众号“农银人寿”， 就可体验此

项保单服务功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昨日，

记者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获

悉， 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3

月14日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2月

28日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比， 调价

金额每吨不足50元。根据《石油价格管理

办法》第七条规定，可以判断本次国内的

汽、柴油价格将不作调整，未调金额将纳

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而3月14日的

国内成品油调价也迎来今年的首次“搁

浅”。

记者了解到，2018年12月以来，国际

原油价格一改此前的颓势，一路上涨，更

带动国内成品油价“四连涨”。“四连涨”

期间，汽油总计上调了670元/吨，柴油总

计上调了645元/吨，按此估算，一辆油箱

容量50升的家用汽车， 加满一箱92号汽

油将比此前多花26元。

终结“四连涨” 今年国内油价调整迎首次“搁浅”

农银人寿广东分公司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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