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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疫情下的责任担当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平安迅速应

对，从保险保障、现金捐赠、医疗科技服

务等方面，持续推出新举措，全方位参

与到抗击疫情的斗争中。

在保险保障服务方面， 中国平安

为全国 800 万疾控和医护人员、 湖北

一线采访的媒体工作者、 全国各地

15000 名抗击疫情的志愿者，以及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民警、 辅警及

其家属， 提供人身意外保障或因公染

病定向补助， 人均保障额度 50 万元，

总保额超 10 亿元。

保险理赔方面，截至 2 月 28 日，中

国平安旗下保险公司累计完成 86 例确

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客户保险理

赔，累计赔付超过 810 万元。

在医疗科技服务方面， 平安智慧

城市智慧医疗新冠肺炎智能阅片系统

已在全国 1500 多家医疗机构落地应

用，为 2000 多位病人进行了智能阅片，

准确率高达 90%以上；平安医保科技旗

下平安健康(检测 )中心作为武汉定点

机构承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64

层移动 CT 车现场支援、远程线上阅片

辅助诊断。

此外， 平安集团已累计捐赠现金

6100 余万元，用于湖北省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防控物资采购和抗疫药物临

床试验及研发工作。 其中，中国平安

宣布联合明园慈善基金，将向中国医

学科学院捐款 1800 万元，定向用于支

持 新 冠 肺 炎 治 疗 药———瑞 德 西 韦

（Remdesivir）的三期临床试验，以及其

他抗击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

万众一心，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全力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

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平安人

寿志愿者也纷纷化身勇敢的“逆行者”，他

们或默默守护，或坚守一线，谱写出一曲守

护与希望的赞歌。

来自湖北随州的沈欢欢是平安人寿东

莞分公司一名保险代理人，春节返乡的他，

这个年过的格外不一样。 凭着自己过去水

电工的工作经验， 主动报名志愿支持武汉

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这个春节，他只在家待

到年初二，便奔赴雷神山医院建设一线。

志愿者郭育湘为平安人寿广东分公司

潮州中支的高级业务主管， 他积极加入爱

心车队，前往潮州市辖下的各镇、街道、村/

社区进行车辆移动式防控宣传广播， 向大

家普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办法和政

府的防控措施。 疫情期间，他一直在路上。

平安人寿广东分公司中山中支志愿者

吴凯仪， 第一时间报名了所在社区的防疫

宣传及监督工作， 每天都要长时间在社区

防疫点进行疫情防控宣传， 劝阻社区群众

尽量减少外出， 协助过往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 社区里面有一户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无

法外出，吴凯仪听说后，就主动承担起帮助

买菜的工作， 每两天就帮老人送去新鲜的

水果蔬菜， 一早放在老人的门口后再去参

加志愿者工作。

病毒无情，平安有爱。 在平安有许许

多多的这样的员工和代理人， 默默地坚

守着自己的职责， 为更多的客户送去保

障，为他们提供及时温暖的服务，践行着

平安人的爱与责任。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发

生以来，平安人寿，在保险创新、快速理赔、

在线服务等方面持续提供支持， 助力疫情

防控工作。

在保险创新方面，平安人寿对“平

安乐交通意外伤害保险”进行责任扩展，

推出“Ｅ 路平安保险计划” 并提供 1500

万个免费领取名额， 总保额合计 1.5 万

亿元。针对疾病保险产品，平安人寿扩展

32 款疾病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客户一

旦确诊新冠肺炎且达到重症或危重症

的， 将额外获得最高 50 万元的补偿，用

以实现身心康复。 针对重大疾病保险产

品， 平安人寿创新推出一款一年期重疾

产品———重疾无忧保险计划。 该计划包

含的“危重型急性肺炎”等责任系针对呼

吸系统重疾频发状况所设， 客户一旦确

诊，将一次性获得 10 万元保险金，用于

恢复身心健 康 及 弥 补 治 疗 期 间 误 工

损失 。

新冠肺炎疫情每天都在变化，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

国平安在这一危急时刻， 用实际行动挑起肩上的社会责任重担，

共克时艰，共同抗“疫”！

平安人寿抗疫在线，爱不止步

齐心战“疫”，平安志愿者在行动

联手线上直播平台，代理人转战线上展业

珠江人寿提供“零时差”保险服务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李晶晶）

一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 让 14 亿中国人民在家

“宅”了一个月。 受此影响，保险业的上

门展业、签单等均无法开展，业务一直

处于停摆状态，对此，各大保险公司锐

意创新， 联手直播平台开启线上直播，

让线下代理人转战线上展业，继续以线

上模式为客户提供保障服务。

其中，扎根广州的保险公司珠江人

寿在疫情期间联手新浪直播，组织培训

代理人开设自己的线上直播间，让他们

足不出户就可和自己熟悉的客户进行

线上沟通和交流，这样既拉近了与客户

之间的距离，又确保客户服务“零时差”

进行，不仅受到了线下代理人的支持和

认可， 也收获了广大客户的好评和赞

赏。

联手线上直播平台

增进与客户之间的沟通交流

据介绍，为解决抗疫期间保险代理

人无法上门展业的实际问题，珠江人寿

锐意创新，联手新浪直播平台，发动保

险代理人开设自己的线上直播间，通过

“直播”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继续

传播保险资讯， 及时与客户沟通交流，

让保险服务得以“零时差”进行。

“我们组织了代理人参加新浪直播

的线上培训，通过培训让代理人了解线

上直播的操作，让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

和自己的客户和陌生朋友线上沟通。 这

样既保证了自身和客户的安全，又不存

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流障碍，让保险服务

得以继续进行，创新的业务模式获得了

客户的认可。 ”珠江人寿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上述负责人介绍表示，初期，有部

分代理人对直播这种方式有疑虑，但在

个险渠道领导的带领和亲自示范下，内

勤人员纷纷发起直播，在及时总结直播

经验传播给代理人的同时，也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鼓励他们发起自己的直

播，仅仅几天时间，就打消了代理人的

畏难情绪，让其开始了自己的直播新尝

试。

“在先行代理人的影响下， 大家发

现原来直播就是展示自己的生活，一点

都不难， 在轻松的环境中和客户沟通，

拉近了和客户之间的距离，还可以做好

客户的服务，现在越来越多的代理人也

加入到直播大军中来了。 ”上述负责人

指出，通过直播方式不仅传播了保险知

识， 还增加了客户与代理人之间的信

任，公司上下都对这种新的展业模式充

满了信心。

此外，通过直播这种模式，还可以

广泛吸收新粉丝，为代理人增加了不少

开展业务的机会。“平时，代理人在直播

间与客户交流互动的时候，也可以顺便

获得‘路过’直播间的观众的关注。 当观

众对保险保障有疑问，就会在私信询问

有关保障的问题，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签

单的机会。 ”上述负责人表示，线上直播

方式的实现， 为未来线下+线上结合的

营销方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措并举助力疫情防控

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疫情期间，珠江人寿还多措并举助

力疫情防控，确保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落

到实处。 具体来说，包括扩展意外险责

任、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取消理赔等待

期、开通 24 小时理赔受理、推出线上健

康咨询服务等， 确保客户服务不“停

航”，助力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

具体来说，在扩展相关产品责任方

面，珠江人寿针对短期个人及团体意外

险保单，就将相关保险责任扩展至因感

染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身故及伤残，并

将适用范围覆盖至所有有效的短期个

人及团体意外险客户。 同时，为简化理

赔流程，方便客户索赔，对于确认出险

事故的，珠江人寿承诺在一个工作日内

完成理赔赔付，并拓展无纸质保单理赔

服务，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实现了理赔

的进一步提速。

“我们还实现了理赔‘四取消’，对

于客户因治疗新冠肺炎所产生的医疗

费用，公司相关的住院医疗产品、门急

诊医疗产品将取消自费药品及诊疗项

目的限制，取消等待期和免赔额。 此外，

公司还开通了多渠道 24 小时报案受理

服务，客户可通过销售人员、柜面、全国

客服热线以及珠江人寿微信公众号等

方式完成线下或线上事故的报备及理

赔申请，进一步方便客户理赔。 ”上述负

责人表示。

疫情期间，珠江人寿还开通了“战

疫在线”专栏，推出线上健康咨询服务，

为客户的健康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客户

在珠江人寿客服微信公众号菜单下就

可找到该专栏， 在上面除了可以看到

“疫情动态实时播报”和相关防疫指南，

还可以免费获得在线健康咨询服务，进

行在线症状咨询以及获得相关就诊建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