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桂清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呼叫中心“搬”到员工家里，启动智能机器人进行服务

科技助力消金公司“云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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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银保监

会获悉， 我国老年人商业保险产品供

给已覆盖5918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

人商业保险渗透率为35.5%，与商业人

身保险总渗透率39.86%大体一致。

银保监会表示， 目前保险公司在

售产品中，被保险人可以是 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的产品有 2400 余个，占人身

险公司全部在售产品的三分之一，险

种类别包括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

保险、意外险等 4 大类，基本做到险种

全覆盖。

据介绍， 老年人保单的赔付责

任主要集中在寿险和健康险。 过去

5 年来保险公司累计为 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办理 5753 万次赔付， 金额

2340 亿元。

银保监会表示， 将在借鉴国际经

验的基础上， 持续推进老年人商业保

险发展，将出台相关指导意见，要求各

保险公司结合老年人风险特征和需求

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专属保险产品，

重点在老年人需求较为强烈的疾病

险、医疗险、长期护理险、意外险等领

域进一步提高产品供给。

银保监会表示， 将适时将个人税

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扩展到全

国范围， 优化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支持政策， 为失独、 单身高龄

等老年群体盘活养老资源。 同时加快

对外开放， 运用多种方式尽快引进具

有老年人保险产品开发、 设计、 销

售、 管理经验的保险机构， 激励国内

保险公司加大创新力度， 主动发挥商

业保险在老年人养老、 健康保障方面

的重要补充作用。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记者

从马上金融、招联金融、中邮金融、中

银金融等多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悉，2

月 4 日以来， 行内多家消金公司已陆

续复工，并采取“云办公”的方式上班，

有少数公司更会采取线下“轮值”方式

的打卡。有消金公司负责人表示，借助

科技赋能可确保客户信息安全和员工

服务效率。

在家背着宝宝处理工作

“复工以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

一边背着宝宝一边处理工作， 遇到宝

宝需要吃饭或者哭的时候， 才会放下

来”，家住重庆的小蒋为马上消费金融

的客户体验部服务设计师， 自 2 月 3

日复工以来， 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工作

状态。 小蒋表示，公司将在 2 月 17 日

正式复工，届时自己可以轻松一点了。

中银金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段时间客服人员已经在公司上班，

其他员工则主要采取“远程办公”的方

式上班，正式复工尚待公司决定。

记者了解到， 很多消金公司“核

心”业务部门的员工已经陆续开工，或

采取线下轮值的方式上班， 而其他人

员主要是“云办公”的方式进行协助。

预计在 2 月下旬陆续正式复工。

呼叫中心“搬”到员工家里

客服、 催收工作是消金公司业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也属于劳动密集

型业务，为了安全，有些公司就对其采

取在家“云办公”的方式。 这样会不会

影响客户服务质量和公司数据安全

呢？ 金融科技的应用就帮消金公司解

决了这一难题。

马上金融创始人兼 CEO 赵国庆

对记者表示，为应对这个难题，公司在

2 月 3 日就启动了“云呼叫中心”办公

机制， 并针对云呼叫中心进行了分布

式部署。 呼叫中心从办公室转移到员

工家里， 客服和贷后人员就可在家及

时为客户提供服务。与此同时，针对员

工在家办公的情况， 包括其与客户的

交互行为

（语音 、态度等）

也实施了一

定的防控措施， 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

与员工服务的质量。

“比如借助智能分析工具，自动发

现可疑的员工行为， 哪些员工在页面

上操作时间过长， 类似这种异常行为

都可以检测到； 借助智能语音质检系

统，可以发现员工是否言辞失当，或者

是否符合操作流程， 这些都可以进行

核实。此外，我们还采用了远程视频技

术， 实时了解到员工在家工作的状态

和表现， 帮助我们更好地对员工自家

办公进行管理。 ”赵国庆分析表示。

启动5000个智能机器人提供服务

另一家消费金融公司招联金融也

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据介绍，该公司按

照“最少员工到场原则”，启动远程在

线办公模式。其中，客服岗位可实现远

程居家坐席，而贷后资产管理岗，也在

自研呼叫系统、 自研语音线路管理平

台、智能联络平台等科技优势帮助下，

实现在家实时为客户提供服务。

此外，该公司更启动了约 5000 个

智能机器人进行服务， 尽可能覆盖对

客户提醒等多场景服务。据了解，该智

能机器人具有低成本、 多场景、 高产

出、高效能、易追踪等特点，能以高达

99%的准确率识别 200 余种用户意图，

承担公司 95%的客户服务与贷后资产

管理工作，全年可节省成本上亿元。

线上场景扩容降低疫情影响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线下

实体消费，包括餐饮、旅行、食品零售

等都会受到很大冲击， 而消费金融主

要以场景作为依托， 如果线下消费场

景没有客源和业务， 那么线下场景消

费金融业务的交易额就会出现下滑，

这样对较为依赖线下场景的消金公司

将会产生一定影响。

赵国庆认为，影响是短期的，预计

用户的需求在今年下半年行业就会得

到很好的修复。

中邮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指出，

虽然线下场景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线

上场景的同步扩容也可冲抵一部分消

极影响。“推动线上+线下的场景融

合，可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与此

同时，依靠金融科技的助力，可以保障

金融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未来，随

着‘科技+金融’模式的进一步深化，消

金企业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

银保监会：多举措推进老年人商业保险发展

目前老年人商业保险产品供给覆盖5900多万人

南沙疫情防控

物资生产企业

获发放贷款

1200

万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昨日，

记者从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

工作局（以下简称“南沙金融工作局”）

获悉，目前，区内银行已为南沙当地的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核定授信 3700

万元，发放贷款共 1200 万元。

疫情期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广州

银行、 招商银行等 27 家银行在南沙的

分支机构加大金融服务支持保障力

度，主动对接中小微企业、开辟金融服

务绿色通道，进一步下调贷款利率，执

行优惠利率和费用减免， 按照从简原

则提供小额信用贷款支持。 其中，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设立审批的绿色通道，

从申报到放款最快两天完成； 区内多

家银行也开设了疫情防控业务绿色通

道和专窗， 确保疫情防控经费及时划

拨； 广州银行等区内多家银行给予利

率优惠，最高可申请下降 100 个基点的

贷款利率。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

人民

银行广州分行昨日在广州市成功推出

金融机构通过联网方式办理领取现金

业务

（联网取现业务）

。 金融机构只需

通过支付系统发起现金支取申请，持

人民银行通过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

集中系统发出的电子回单， 即可到人

民银行领取现金。

据了解， 这是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在疫情防控时期， 继推出畅通资金汇

划渠道、 拓展线上电子支付服务等举

措之后， 以非面对面、 优化流程办

理金融机构需求量大的取现业务

的便利化举措， 这一举措将极大地

压缩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人员、 时

间， 实现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的最小

化面对面服务， 有效降低人员聚集风

险。

联网取现业务推出当天就有 8 家

金融机构提出业务申请。 昨日上午 9

时，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尝到“头啖汤”，

成功办理广州市第一笔联网取现业

务，金额 200 万元。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徐经理说：“联网取现业务不但解决了

因支票填写不规范、 章戳不清晰被退

票导致的多次往返等问题， 而且优化

了提现流程， 解决了业务经办人员柜

台和库房两头来回跑的困扰， 大大提

高了业务办理效率， 还有效控制了风

险。 ”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推出联网取现业务

同方全球人寿

首批医用口罩运抵武汉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近日，

同方全球人寿联合公司内、外勤员工，

共同筹措善款高达 100 万元。 目前，首

批价值 30 万元的医用口罩已采购完

毕，并于近日空运至湖北，定向捐赠给

武汉当地医院。 第二批价值 10 万元的

援助物资也在紧锣密鼓采购中。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同方全

球人寿了解到疫区医用防护物资紧缺，

该公司迅速决策，第一时间联系合作医

疗企业和海外资源。 在多方努力下，成

功采购首批价值 30 万元的医用口罩。

据悉， 紧缺医疗用品将首先定向捐赠

给武汉的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

此前，该公司响应内、外勤员工的

呼声， 启动了内部募捐，48小时内即有

超过2000位员工慷慨解囊，累计募集金

额超过37万元。员工的善款和公司的专

项公益款共计100万元， 将全部用于支

持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小米今年研发投入

再增

40%

达

100

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昨日，

小米公司举办 2020 年第一场纯线上旗

舰发布会， 正式发布年度旗舰小米 10

系列。 根据小米创始人雷军在线上发

布会介绍，2019 年小米集团研发投入

约 70 亿元，2020 年小米预计增加研发

投入 40%至 100 亿元。

小米 10 系列首发骁龙 865 旗舰平

台，并采用 1 亿像素 8K 超清相机以及

对称式立体声。 其中小米 10 Pro 在权

威网站 DXOMARK 上获得相机 124

分，成为全球拍照最好的旗舰手机。 小

米 10 系列将于今日正式上市。

昨日，小米集团股价收报 13.38 港

元，上涨 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