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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昨日， 东莞平安人寿特别向信息

时报记者讲述， 今年初该公司为一位

投保平安福保险产品计划的患癌客户

赔付 500 万元重疾保险金， 并继续承

担 2500 万元的保险责任和豁免 1024

万元的保费。

被查出患癌，治疗费令人犯愁

东莞平安人寿客户 C 先生， 经商

多年，凭着自己的一股闯劲儿，终于打

拼创下一番事业。 公司经营稳定之后，

他与一家老小定居东莞， 老婆是家庭

主妇，儿女也十分可爱，家庭氛围十分

和睦。

年轻的时候， 为了家庭和事业，C

先生终日奔波于事业和家庭之间，长

期劳碌最终导致健康状况亮起红灯。

2018 年 8 月， 常规体检报告提示肺部

存异常，C 先生随即前往医院就诊。 经

全面检查，9 月 19 日，C 先生被确诊为

右上肺微小浸润腺癌， 医生建议需进

一步开展治疗。 C 先生刚刚过不惑之

年，事业也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突然

病重， 让他原本的幸福生活笼罩了一

层阴影。

病痛的折磨已经让 C 先生苦不堪

言，自己突然倒下，事业也颇受影响停

滞不前，还有一家老小的生活开支源源不

断，再加上高昂的治疗费令人犯愁。

500

万保险理赔解急忧，重燃新希望

历经商海沉浮， 常年在生意场上

摸爬滚打的 C 先生，未雨绸缪，防范风

险的意识也很强，深知凡事“留一手”

的重要性。 在病魔的重击面前，方寸大

乱，但平复心情后，C先生缓过神来，想

到自己4年前曾经的一个投保安排。

原来，早在2015年1月，经过多家

保险公司的产品比较， 他最终为自己

投保平安福保险产品计划。 该保单涵

盖寿险、重疾险、特疾险、意外险、医疗

险。 同时，C先生购买了豁免重疾C12、

豁免C特疾15，保障覆盖较为全面。

还未等C先生报案，C先生已经接

到了平安保险代理人的来电。 保险代

理人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探望， 了解具

体情况后及时向平安人寿理赔部门报

案。

随后， 平安寿险理赔部门迅速成

立专属服务C先生的临时重案管理组，

并安排理赔人员前往医院进行客户慰

问、资料收集，高效推进该案的调查核

实及理赔申请工作。 经审核确认，C先

生本次疾病达到重疾赔付标准， 可获

赔500万元重疾理赔金， 并继续承担

2500万元的保险责任和豁免1024万元

的保费。

收到理赔款时，C先生内心悲喜交

加，百感交集。 不仅后续治疗费用有了

着落，家人的日常生活也有了保障。 同

时，1024万元巨额保费的豁免， 不仅减

轻了今后的经济负担，持续有效的保障也

解决了后顾之忧。 这次理赔，对于困境中

的他而言，无异于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配合相关治疗后，C先生近期进

行复查，结果显示康复情况良好。 出院

时，C先生向平安人寿表达了由衷的感

谢，这次高效贴心的服务、高额及时的

理赔，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支持，实实

在在的保障令人安心。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芳 高雅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杨舜莲

6 月 6 日，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正式

挂牌成立交易银行部， 开启了公司金

融综合服务新的篇章， 综合化、 智能

化、 特色化服务水平将进一步得到提

升。

据悉， 东莞中行扎根莞邑大地 31

载，紧紧围绕中国银行“建设新时代全

球一流银行” 发展战略， 勇担社会责

任， 依托中国银行全球一体化的经营

网络与自身深厚的国际业务专业积

淀， 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及实体经

济发展，紧跟广东区域发展导向，主动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企业“走

出去”。 该行将以此次成立交易银行部

为契机，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

型求实、变革图强，运用数字化思维和

手段重塑业务和服务流程，“以客户为

中心、以科技赋能能量”，为公司客户

提供“一站式、全产品”综合金融服务。

揭牌仪式上， 该行同步推出交易

银行“e 企赢”十大对公线上产品，进一

步整合账户、存款、支付结算、现金管

理、企业网银、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

等产品服务，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移动

互联的交易银行服务新模式， 展示了

该行全力打造有影响力的交易银行品

牌的信心和决心。

东莞中行交易银行部的成立，标

志着该行交易银行转型进入全新阶

段。 该行表示，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充

分运用十大对公线上产品， 全力擦亮

交易银行品牌， 以更大作为支持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 助力当地企业发展腾

飞。

昨日，东莞平安人寿向信息时报

记者透露，“平安 RUN”计划推出近

三年来，高参与、高活跃、高达成的

“保险+健康”模式持续发力，累计超

过 500 万客户参与， 超过 30 万人达

成年运动目标，保障额度获得提升。

什么是平安 RUN？ 2016 年，平

安健康险联合平安人寿率先在业内

推出“健康行·平安 RUN·健行天

下”计划

（ 简称“ 平安

RUN

”）

，将保险

保障与健康管理紧密结合，对传统保

险保障服务进行了拓展。 这种“保

险+健康”的模式旨在改变传统保险

只为客户提供经济补偿的后端保障

机制， 把对客户的健康管理前置，是

平安人寿践行“产品+”战略的重要

举措。

该计划与平安人寿旗舰保障产

品平安福、守护福等保险产品进行结

合，指定保险产品的被保险人可参与

平安 RUN 计划。 平安 RUN 设置周

月年三重运动目标， 长短结合、由

易到难， 达成相应运动步数即可

获得相应奖励。 周奖励、月奖励由

平安健康险提供，易达成、获得频

率高；年奖励跟责任结合，达成则

提升保险的保障额度， 由平安人

寿提供。通过这一设置将运动的成果

与客户购买的保险相关联，最终实现

在保障端。

有业内专家表示，以“平安福+

平安 Run”为代表的“保险+健康”模

式日益成为保险业的一股潮流。 目

前，除平安人寿外，不少其他险企也

在进行“保险+健康”的创新实践，这

一模式的探索料将继续深入。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芳 高雅

东莞中行挂牌成立交易银行部

同步推出交易银行“e企赢”十大对公线上产品

“平安RUN”计划累计

超500万客户参与

平安福再现巨额理赔

客户获赔500万 豁免保费1024万

揭牌仪式上，该行同步推出交易银行“

e

企赢”十大对公线上产品。

日前，信息时报记者从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

司

（ 以下简称“ 东莞人保”）

获悉，今年

6 月 7 日~6 月 8 日高考期间，东莞人

保三大措施护航高考学子。

据介绍，赶考时段，为帮助考生

及时赴考，人保车主如发生事故可能

导致考生迟到， 全市 56 台查勘车辆

提供招手即停服务，免费护送考生到

指定考场；高考期间，发生事故的客

户如在赶考途中，可由人保服务专员

为客户提供案件报案、 事故处理、车

辆维修、人伤案件处理、修竣复检等

全程托付服务；东莞人保还联合当地

交警支队，通过“主干道巡查”“在线

定责”和“现场一站式理赔”三种方

式，为客户提供“车未修，钱到账”的

优质理赔服务体验。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鹏凯

东莞人保56台查勘车

护航高考学子

1.

什么是“保费豁免”？

保费豁免，指在保险合同规定的缴费期内，投保人或被保人

达到合同约定的某些特定情况

（ 如身故、残疾、重疾等）

，投保人不

再缴纳后续保费，保险合同仍然有效。

2.

为什么需要保费豁免？

投保人遭遇重疾或意外，经济收入减少，续保能力降低，容易

出现风险缺口。 豁免保费后，无需继续缴纳除一年期及以下险种

外其他险种剩余各期保费，但相关保障持续有效，省钱又省心。

3.保费豁免，分为投保人豁免、被保险人豁免，通常以两种形

式存在：

①作为附加险，可与特定的主险组合销售；

②作为附加保障责任，直接在保险合同中以条款形式出现。

市场上现有的重疾险产品，有的已将保费豁免的费用嵌入产

品费率中，有的以附加险形式存在需另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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