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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一直以来， 农行东莞分行都把建

设“诚信银行” 放在经营管理的突出

位置， 通过“制度+监管+文化+系统”

管理模式， 形成诚信服务合力， 在诚

信经营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将诚信经营作为职业操守落实

到制度上

近日， 农业银行东莞分行在接受

信息时报记者专访时介绍， 在上级行

的推动和指导下， 农行东莞分行经营

管理制度更加健全、 更加完善， 主要

制度条例有 《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行为

守则》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分行二十

个严禁》 等， 将诚信经营作为职业操

守落实到规定上、 制度上。 同时严格

落实监管部门关于银行诚信经营的要

求， 采用现场监管、 非现场监测、 专

项排查、 飞行检查多种手段， 全面推

动经营管理各个关节“讲诚信” “守

诚信”。

此外， 打造以“合于心、 规于行，

全面建设合规好行” 为主题的合规文

化， 在行内组织“合规日”、 普法微课

堂、 案件警示教育等系列活动， 将诚

信、 敬业、 责任、 合规等观念深植员

工思想意识层面。 并推广使用“三线

一网格” 管理系统， 在线上搭建诚信

经营的管理、 分析和分享平台。

切实履行农行社会职责

据介绍， 近年来， 农行东莞分行

通过金融知识万里行、 金融知识进万

家、 守住“钱袋子”、 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系列活动， 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导

致的隔阂与误会， 切实履行农行社会

职责。 同时， 制定 《用真诚服务感动

大众》 和 《银行从业人员消费者权益

保护知识读本》， 严格遵守 《中国农业

银行个人客户信息保护实施细则》

《中国农业银行对公客户信息保护实施

细则》 《中国农业银行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办法》 等相关制度， 全面提升

员工服务公众能力。

具体工作如下： 一是服务收费、

服务项目公开。 农行东莞分行在所有

网点大堂均摆放有 《中国农业银行服

务收费价格目录》， 所有收费品种一目

了然。 二是理财及代销业务可在网络

查询。 在农总行门户网站中， 可直接

查询农行现行销售中的代理和自营产

品信息。 三是对外公布投诉渠道。 农

行网站和大堂显眼处公布服务投诉电

话： 95599。

值得关注的是， 在今年 3 月份，

该行积极配合人民银行、 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联合会、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

会等， 开展以“权利·责任·风险” 为

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微信公众

号、 网点 、 户外宣传等方式， 宣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规定的消

费者拥有的各项法定权利， 普及 《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

办法》 中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相关的内

容，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风险责任意识

的教育， 提升金融消费者的风险管理

能力和责任承担意识， 引导金融消费

者通过合法程序理性解决金融消费争

端。

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恪守“诚信履约、合法经营”理念

日前， 中国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

司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其扎根东莞市 40 年， 一直恪守“诚

信履约 、 合法经营” 的理念， 牢记

国有企业的使命和担当 ， 重视分公

司诚信体系建设， 赢得当地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信赖与支持 。 公司于

2018 年荣获由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 2017 年度“广东省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称号， 该奖项是广东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一项高规

格企业评选， 以表彰企业在合同制度、

合约履行能力以及企业社会信誉等方

面所取得的成绩。

据介绍， 中国人保财险东莞市分

公司一直以来积极发挥保险功能作

用， 惠民生促发展 ， 着力打造客户

“放心消费” 企业， 助力品质东莞建

设。 承保服务方面， 开发多项惠民

保险 ， 如东 莞 市 住 建局 农 民 工 工

人工资保函 、 全市推行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项目、 关税保证保险 、 与

市中级人民法院合作开展执行救助

保险、 东莞市大病保险以及为全市

社保重大疾病保险参保人群提供紧

急专员直升机空中救援服务等。 其中，

去年 8 月 15 日， 中国人保财险东莞市

分公司还为一名 15 岁急症少年提供直

升机紧急转院服务， 在下班高峰期仅

用 15 分钟， 即把伤者从东莞市人民医

院转送至 50 多公里外的广州市南方医

科大学南方医院， 为抢救患者争取了

宝贵的时间。

理赔服务方面， 该公司启动多项

便民利民措施 ， 包括警保联动、 高

考护航、 春运护航、 全程托付、 理

赔夜市 、 线上线下心服务站设立 、

全员服务等。

3·15 期间， 中国人保财险东莞市

分公司将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积极

宣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教育

资讯 ， 包括总经理接待日活动， 分

公司总经理室成员现场接待保险消

费者， 听取保险消费者对保险服务

的建议或意见； 3.15“保险消费者

权益日” 专题摊位宣传活动， 现场

向市民派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宣传材料； 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活

动， 活动期间向上门办理保险业务

的客户派发客户满意度调查问卷 ，

收集客户服务意见及建议； “东莞

人保财险 ” 官网微信上推送保险知

识及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宣传

的推文， 向广大保险消费者宣传正

确的保险知识和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知识。

东莞平安人寿：科技赋能服务 让保险消费更放心

随着“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到来， 平安人寿东莞中心支公司 （

下

称 “东莞平安人寿”

） 积极响应银保监

会“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 口号，

坚持做好销售和服务品质管理、 落实

主体责任。 同时， 持续通过技术创新

和模式创新， 构建并推动智慧服务落

地， 提升客户体验， 让消费者更放心。

对于平安来说， 客户每购买一份

保险， 便是寄托了一份信任。 为了让

客户享受到优质的保单服务， 平安人

寿秉承“简单、 便捷、 友善、 安心”

服务理念， 持续优化、 升级客户服务

流程， 保障客户权益， 提升客户体验。

同时， 平安人寿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公司口碑的建立， 在业内率先引进

NPS 评价体系。 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服务评价结果中，

平安人寿凭借优异的服务品质 ， 在

2017、 2018 连续两年获行业最高 AA

评级， 并持续保持 NPS 行业领先。

为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平安人

寿东莞中心支公司每月持续开展“总

经理接待日” 活动， 公司主要负责人

深入一线倾听客户生意， 了解客户痛

点、 服务盲点， 以便更精准地进行触

点的服务优化， 提升客户体验。

在平安“金融+科技” “金融+生

态” 发展战略下， 平安人寿通过“科

技+产品” 双轮驱动， 从传统寿险公司

向科技型寿险公司转型。 2018 年， 平

安人寿“智慧客服” 通过机器人、 智

能风控、 三方视频等创新功能应用，

持续升级核心能力， 提升服务效率；

同时， 在业内首家发布覆盖预防、 检

测、 疗养三个核心功能的“健康管理

服务”。

智慧客服不仅实现了服务范围全

覆盖， 让地处偏远的客户也能方便享

受到专业的保单服务， 同时也大大提

升了业务办理效率。 2018 年， 平安人

寿东莞中心支公司共接待空中业务

77976 件， 客户办理业务的等待时长约

为 2~5 分钟， 极速的体验让客户感受

到平安科技的先进， 切实体验科技让

保险变得更简单。 同时 2018 年塘厦客

服门店开业， 其作为东莞的第二家智

享门店， 让平安的服务更加贴近队伍、

贴近市民客户， 不断地为客户和用户

创造价值。

今年 3 月， 为回馈广大客户长期

以来的支持与厚爱， 平安人寿东莞中

心支公司特别推出“客户关爱月暨代

理人服务大评比” 主题活动。 力求通

过本次关爱月活动， 能够给客户提供

更全面的关爱、 关注和关心。 这不仅

能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中彰显出企业的

实力和社会责任感， 而且也为其品牌

加分。

本次平安人寿东莞中心支公司

“客户关爱月” 活动， 号召代理人主动

提醒客户兑现生存金、 红利领取、 住

院结算直赔、 保障服务升级等权益，

同时邀请客户参与健康服务、 阅读教

育、 亲子育儿等多种服务体验， 帮助

客户共同打造温馨、 和谐、 有品质的

精品生活， 构建与客户更深层次的情

感连接。

东莞新华保险：

围绕“诚信为本，品质服务”开展系列客户服务活动

今年“3·15”期间，新华保险东莞中

心支公司（

下称 “东莞新华保险 ”

）围绕

“诚信为本，品质服务”主题，用理念引导

行动，将开展一系列客户服务活动。 其中将

举办“3·15”特别晨会，发布并践行服务承

诺，广泛开展消费者宣传教育。

此外， 面向公司客户和业务队伍，

开展服务质量监督员的评聘活动，并召

开服务质量监督员座谈会，广泛听取服

务质量监督员对公司服务提出的宝贵

意见和建议，记录、整理并反馈至相关

管理部门。 形成服务质量持续改善的良

性循环，助力公司服务质量水平全面提

升。 同时将开展“诚信荣誉之星”评选活

动，严格根据新单业绩、继续率达成、客

户投诉情况及回访品质对业务员进行

全方位评价， 甄选出优质保险业务人

员，授予“2019 年度新华保险诚信荣誉

之星”称号，形成以诚实为最高荣誉的

营销队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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