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桂清 美编：林燕芳

金融

2020.6.24��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B04

·新东莞

接收报案超万宗，赔付进度97%

5.22特大暴雨 东莞人保已赔付超2亿元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鹏凯

6 月 22 日，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人保”）

举行 5.22 特大

暴雨理赔行动暨车险管家“10+6”服务

再升级新闻通报会，向社会通报 5.22 特

大暴雨东莞人保的理赔行动，并发布 16

项贴心人保服务。信息时报记者现场获

悉，截至 6 月 22 日，5.22 特大暴雨东莞

人保接收报案超万宗， 赔付进度 97%，

已赔付金额超 2 亿元。

理赔：人保力量 央企担当

5 月 22 日东莞超强降雨以来，东莞

人保第一时间调动人保全市系统力量，

分 70 个工作小组， 出动 163 台查勘车

和 188 台救援车， 设 14 个重灾服务点

和 4 个重损保全停车场，举全公司之力

高效应对、处理暴雨案件。

灾后三天为黄金救援时间，人保集

中攻破 13 个水浸地下停车库， 成功施

救 1971 台车。 通过启动“拇指理赔”等

自助报案系统、上线“理赔夜市”服务、

投入科技理赔工具、开通“绿色通道”等

应对特大暴雨理赔系列动作，便捷受灾

客户报案，延长客户服务时间，简化客

户理赔流程， 为客户提供彰显人保速

度、人保力度、人保温度等全方位的人

保理赔服务。

灾后赔偿，人保坚持“不惜赔、快速

赔、追着赔”三大原则，用行动践行了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使命，优质、高

效、 贴心的理赔服务获广大客户的好

评，先后获赠“抗灾抢险，八方施救”“服

务热情专业，理赔快捷高效”等 14 面锦

旗，并在人保营业厅、客户理赔微信工

作群、朋友圈等场景获客户点赞。

据介绍，为提高政府和市民大灾应

对意识和技能， 人保建议由政府牵头，

行业协同，通过四大举措保障大灾期间

市民生命健康安全，减少损失。首先，绘

制全市低洼风险地图。 对常见水浸黑

点，设置风险提示牌，上线导航地图提

示驾驶员绕道行驶，并提前安排道路清

障、疏通排水。 并通过物业落实停车场

主动防御措施。

其次，优化灾害预警内容。 加强政

企协作，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发布灾害预警信息，进一步明确对应风

险等级的预防行为，并加大对东莞灾害

课题的研究与攻坚力度。 此外，发挥保

险保障功能。 为使市民得到充分保障，

风险得到转移，人保建议由政府部门呼

吁广大企业单位、 市民提高保险意识，

按需投保公共责任险、企财险、家财险

等险种，提高自身风险保障能力。同时，

通过行业协同抗灾。 对于特大灾害，保

险行业创新协同模式，在统一赔付标准

的前提下相互授权， 互认定损结论，快

速处置，进一步减少损失，提升保险行

业整体服务水平。

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坚持服务

产品化

新闻通报会现场，东莞人保通过一

段动画视频，可视化展现了以“广东人

保财险”微信公众号为载体的“极速报

案、云端理赔、便捷查询、一键救援、自

助修改、车牌批改、电子单证、年审代

办、违章查询、保险管家”等十项线上服

务。

紧接着东莞人保服务发言人在十

项线上服务基础上发布东莞人保升级

后的六大服务，并结合场景阐述服务内

容和使用路径。 一是管家打理服务。 东

莞人保为家庭自用车车险客户提供“全

程托付”服务，覆盖理赔全方位和全流

程，实现管家式的零烦恼包办。

二是现场闪赔服务。 当客户发生责

任明确的 2000 元以下的车损、4000 元

以下的人伤小额事故，理赔人员现场一

站式完成理赔。 三是用“芯”理赔服务，

为客户车辆的动力、制动、转向、安全等

关键系统提供免费、极速、精准的“体

检”,实现发动机免拆检定损。

四是免费代步服务。 客户报案后一

键下单，东莞市内上门取送车，根据经

济型、 舒适型车型提供同档、72 小时免

费的代步车。

五是优惠代驾服务。 客户 24 小时

一键下单代驾， 享广东省内首单 15 公

里内免费服务。

六是“惠”员洗车服务。 全市 320 个

洗车服务网点，享受人保会员价等。

据介绍，东莞人保“10+6”服务再升

级是高质量发展转型，以客户为中心推

动的需要。 主要立足四个基本点 ：服

务工作向价值创造转型， 以客户分

类为基础，坚持服务的产品化，让客

户有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转化用户

思维，以线上化运营为契机，实现公

司与客户高频互动 ； 以打造优质服

务品牌作为追求，争做服务的标兵、

专业的标兵； 实现客户服务全生命

周期的闭环管理。 为获得客观服务

体验反馈，实现服务闭环管理，东莞

人保特邀媒体为人保服务的监督员，

放心体验人保服务， 诚心监督人保行

为，真心提出意见和建议，形成客户服

务管理的闭环， 有效提升客户服务体

验。

金融防骗我有“招”

招行东莞分行举行大学生防范金融风险线上知识讲座

昨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

行、 东莞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东

莞市反诈骗中心的指导下，招商银行东

莞分行联合东莞理工学院举行了一场

大学生防范金融风险线上知识讲座，讲

述在校大学生应该如何防范金融诈骗

风险。

本次直播活动采取线上直播形式，

通过“以案说险”、“动画讲解”、“视频说

唱”等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学生了解金融

诈骗知识。 本次线上课堂由招商银行东

莞分行金融知识宣讲师张文艳担任主

持， 特别邀请了东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

黄耿作为嘉宾主持， 黄警官分享了近年

来针对大学生的电信诈骗、 校园借贷等

骗局，凸显了金融知识进高校的重要性。

本次线上讲座给在校大学生总结

了几点防范方法：坚持“三不一要”———

不轻信：不要轻易相信来历不明的电话

和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

圈套的机会；不透露：不向不法分子透

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

卡等情况；不转账：绝不向陌生人汇款、

转账， 保证自己银行卡内资金安全；要

及时报案：一旦上当受骗或听到亲戚朋

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110报案。

总而言之， 无论骗术千变万化，坚

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常备防范心。 据

介绍，培养良好的金融素养，有助于消

费者提高金融市场参与度并做出正确

的金融决策，减少行为偏差、降低金融

风险。 为增强讲座的趣味性，招商银行

东莞分行特别设计了线上《金融防骗我

有“招”金融知识有奖竞答》环节，大学

生们在线抢答问题，回答正确的还获得

礼品，互动环节得到了大学生们的踊跃

参与。

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是招行今年以来开展的第

二场线上直播活动，往后也将继续创新

宣教形式，为广大客户和市民传播金融

知识。 目前的金融诈骗手段虽然高明，

但只要保持冷静的头脑，都可以进行防

范。 如果想了解更多防诈骗金融知识，

也可以关注“招小宝”“东莞市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协会”“东莞市反诈骗中心”

等微信公众号。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杨明钰

东莞新华开展宣传活动

防范“代理退保”风险

6 月份， 由东莞市保险行业协

会牵头在全行业开展“打击非法代

理退保专项行动”。 新华保险东莞

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 “东莞新

华 ”）

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 积极开展防范“代理退保” 风

险宣传活动。

活动中， 东莞新华通过客服大

厅现场开设咨询台、 电子屏滚动播

放标语”、 发放相关宣传材料等方

式， 增强宣传氛围。 在中支内外勤

会议上进行“代理退保” 风险教育

培训， 增强内勤员工和销售队伍风

险意识及销售规范。 另外， 该公司

微信公众号每周推送三篇防范“代

理退保” 风险专题文章， 中支内外

勤员工积极转发， 同时在公众号菜

单栏设立“代理退保风险专题” 子

菜单， 在该菜单中建立文章链接，

便于读者随时点阅。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宽

东莞建行推出

线上打印流水便民服务

面对各种打印账户明细的要

求， 你是否正愁着该抽哪个空闲的

时间， 找哪个就近网点， 带上账户

和证件排队申请打印呢？ 昨日， 记

者从建行东莞市分行获悉， 建行推

出线上活期账户明细申请功能， 足

不出户， 即可轻松解决你的烦忧。

据介绍， “活期账户明细申请

功能” 是中国建设银行新推出的电

子化交付新模式， 客户可以在个人

手机银行渠道以及个人网上银行渠

道， 申请 5 年时间内的活期账户交

易明细， 通过“客户线上申请-电

子版加盖电子印章-发送客户本人

指定电子邮箱” 方式， 满足广大客

户“无接触、 线上化” 申请活期账

户明细的需求。 以手机银行为例，

客户打开建行手机银行 APP， 在账

户－其他账户服务－活期账户交易

明细申请， 填写相关信息成功受理

后， 建行便会将加密后的 PDF 文

件发送至客户填写的电子邮箱， 申

请成功后一般 24 小时内发送。 客

户可凭解压密码打开附件， 而解压

密码可在申请成功页及申请记录查

询里查看。

东莞建行方面表示， 该功能支

持客户名下借记卡

（龙卡 通 、 理

财卡 ）

、 准贷记卡和活期存折的

电子账单。 针对部分客户关于如

何证明该份流水是否有效的疑

问， 东莞建行工作人员表示， 为

便于客户或者第三方查验交易

的真伪， 该行在微信渠道、 个人

手机银行渠道、 个人网上银行渠

道实现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电子印章

查验功能， 让客户节省在营业厅叫

号排队的时间。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李建

东莞人保

向 社 会 通 报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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