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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客户服务节关爱进万家

未来三个月开展三大系列主题活动，用真诚的服务彰显关怀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宽

7 月 26 日，新华保险广东分公司第

十九届客户服务节开幕式在东莞市国

贸 CGV 影院举行。当日，新华保险广东

分公司副总经理彭云斌、新华保险广东

分公司副总经理陈晶、新华保险广东分

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黄展淑、新华保

险东莞中支副总经理赵立军及东莞保

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卢建强等 360 余人

参加了开幕式。

新华保险东莞中支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本届客户服务节以喜迎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为主旋律，未来 3 个月，将以

“致敬新时代关爱进万家”为主题，开展

“文化进万家”“臻爱进万家”“守护进万

家”三大系列主题活动，用真诚的服务

彰显关怀。

新华保险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陈

晶在致辞中表示， 新华保险成立 23 年

来，始终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客

户的支持和信任下，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成绩。 新华保险将始终坚持回归保险本

源，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客户为中心，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生命和健康保障，

将健康关爱送进千家万户，让保险更好

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百姓。

东莞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卢建

强表示，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

高了企业、市民防范风险的能力，增强

了社会整体安全感。 新华保险作为东莞

寿险市场的主力军， 无论对行业发展，

还是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是一家值得信赖和托付的

保险机构。

开幕式上，新华保险现场播放了本

届客户服务节及臻爱积分宣传片，还特

别邀请两位臻爱客户作为“臻爱服务体

验大使”，来分享他们的体验感受。 开幕

式结束后， 还特别举行了国产 3D 动画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观影。 色彩斑斓

大气磅礴的电影场景，风趣幽默有血有

肉的人物形象，以及笑中带泪的故事情

节、寓意深刻的故事内涵，都让现场观

众看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广发信用卡

“财智金”受青睐

日费率低至万分之 3.5

“暑期来临，家庭出游、教育培训

等消费高峰随之而至。 但对于有些人

来说，这样的大额消费难免捉襟见肘。

选择银行的现金分期产品，也许是个救

急的办法。 ”昨日，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相关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广发信用卡为优质

持卡人推出的“财智金”现金分期产品，就

因“低费率”“周期灵活”“到账快”，且渠道

安全靠谱而倍受青睐。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 广发信用卡

“财智金” 根据用户的资金需求情况，

提供“普通财智金”、“尊享财智金”、

“Free 贷”三大系列产品。 如果想要按

月还款的现金分期，可以选择“普通财

智金”或“尊享财智金”，其支持分 3、6、

12、18、24 等期数分期还款， 月费率折

扣优惠至 0.41%；如果想要随借随还更

灵活一些，则可以选择“Free 贷”，日

费率低至 0.035%， 借 1 万元每天只需

3.5 元。

事实上， 广发信用卡财智金不仅

安全靠谱， 而且在申请方式上也更方

便、快捷，用户可以通过广发信用卡官

方客户端“发现精彩”APP、“广发信用

卡” 官方微信、95508 客服热线官方渠

道任意一种渠道随时办理业务。 通过

广发信用卡初步审核的持卡人可以在

以上渠道按照自己的需求提交申请，

然后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 用卡情

况不同， 广发信用卡将给出不同的审

批结果。如果批核通过，广发信用卡将

按照批核的额度， 把现金打入持卡人

提供的储蓄卡账户。 需要提醒持卡人

注意的是， 申请成功的财智金尽可用

于购物消费、教育培训、旅游、医疗、买

车、 装修等消费领域， 切不可用于买

房、炒股、买期货、理财等投资行为。

上述人员表示， 如今互联网金融

的发展带给用户更多借贷渠道， 但同

时屡屡出现的网贷诈骗也让人深恶痛

绝，比起真假难辨的互联网信贷产品，

传统银行系信贷产品因为更为严格的

风控体系和全方位的被监管而更让人

放心。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萧颖斯

中国平安首届智慧生态大会启动

十大科技应用场景首次全面展出

日前，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向信息时报记者介

绍，7 月 19 日， 中国平安首届智慧生

态大会在深圳蛇口启动。 此次大会以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结旗

下寿险、产险、银行、信用卡、证券、陆金

所、金融壹账通、医保科技、智慧城市、平

安科技等专业子公司，通过“构建智慧生

态，善用科技力量，赋能美好时代”三个篇

章， 首次全面系统的将平安的科技战

略、 科研人才计划和十大科技应用场

景逐一展出，用科技赋能美好时代。

平安集团联席 CEO 陈心颖表示，

早在十年前，平安就开始为“金融+生

态” 布局， 今天平安已经发展为拥有

5.6 亿互联网用户、1.91 亿金融客户、

市值破万亿的金融科技企业。 平安有

预见性地构建了 8 大研究院，近 50 个

实验室， 以年收入 1%的科技研发投

入，致力于用科技赋能生态，为国家、

社会、客户提供领先的智慧解决方案。

会上， 平安首席科学家肖京领衔

平安青年科学家代表———金融壹账通

区块链业务部总经理陆一帆、 平安智

慧医疗智能公共健康负责人李响共同

发布了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为

基础的“十大科技应用场景”；同时智

慧城市联席总经理兼 CTO 胡玮与著

名经济学者薛兆丰、《人间世》 总制片

人周全等各界名人大咖一起，就城市、

文化、商业、医疗等不同领域，共同探

讨“科技+”对于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同时， 会上平安启动了品牌标识

换新仪式，这标志着“金融+科技”的生

态共建和赋能者形象由平安的发育地

蛇口再出发， 也标志着一个以科技焕

发活力的新平安 30 年的正式开启。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秋琳 陈翠萍

中国平安“三村工程”落地湘西

助力打造油茶产业扶贫闭环

日前，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向信息时报记者介

绍，7 月 25 日，中国平安与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湖南润

农生态茶油有限公司在湖南十八洞村

签订“三村工程油茶产业扶贫、乡村振

兴战略合作协议”，计划通过带动当地

30 万亩油茶示范基地建设， 打造油茶

特色产业扶贫闭环，因地制宜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 此外，中国平安还将为当地村

教、村卫进行升级挂牌，同步推进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持续为湘西“造血式”脱

贫贡献平安方案、平安力量。

平安集团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陈

克祥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国家扶贫攻坚的

关键之年。 秉承着饮水思源，回馈社会

的初心，过去一年，平安利用自身资源

和科技优势，在全国稳步落地‘三村工

程’，实施‘智慧扶贫’。 此次来到‘精准

扶贫’的首倡地湖南十八洞村，平安将

继续践行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深入推

进三村工程在当地落地开花， 助力当

地农户奔小康。 ”

按照规划，在产业扶贫方面，中国

平安将联合湖南润农生态茶油公司，

在湖南十八洞村因地制宜打造扶贫闭

环。 一是合力打造、联合出品“灵犀十

八洞村”茶油品牌；二是平安内部扶贫

商城上线“灵犀十八洞村茶油”扶贫农

产品， 通过导入平安的金融流量以及

合作伙伴的电商流量，助力产品销售；

三是通过销售促进、带动 30 万亩油茶

示范基地建设， 为当地农户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四是将“灵犀十八洞村”茶

油品牌销售额的 1%直接捐赠给十八

洞村，推动乡村振兴。

在教育扶贫方面， 中国平安将在

麻栗场中心小学等 5 所小学挂牌成立

“全国科技素养实践学校 & 平安智慧

小学”，通过科技赋能帮助当地的孩子

接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命科学等

“硬核”高科技，并通过“三村晖”智慧

教育平台，实现双师课堂，引入城市优

质教育资源。

在健康扶贫方面， 中国平安升级

挂牌岩锣村卫生室等 5 个村卫生室，

并捐赠了一批先进的检测一体机医疗

设备和医疗物资， 帮助村民进行健康

管理，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签约仪式结束后， 陈克祥一行还

与湖南党员代表、茶油公司代表、农户

代表等在十八洞村举行了以“感恩、重

温、践行”为主题的党建活动。“在企业

扶贫行动中， 党建起到重要的指导和

推动作用。 ”陈克祥表示。

2018 年， 平安集团党委会积极响

应党中央“精准扶贫”号召，全面开启

面向“村官、村教、村医”的“三村工

程”。 截至目前，中国平安已经在全国

建立基层党组织 1543 个，党员人数超

过 2.6 万人。 凭借出色的党建工作，平

安党建荣获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双强

百佳党组织”、 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 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先进党

组织等荣誉称号。

截至今年 7 月中旬，“三村工程”

已在全国 13 个省市或自治区落地，惠

及贫困人口近 50 万人，帮扶建档立卡

贫困户超 3 万人， 累计提供扶贫资金

109.11 亿元， 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逾

738 所，培训村医 7545 名，援建升级乡

村学校 607 所， 培训乡村教师 5898

名。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秋琳 陈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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