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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金融

今天， 由信息时报社独家重磅推

出的“金狮奖———2021 第十届珠三角

金融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评选活

动获奖榜单正式揭晓， 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 “新华保险东莞中心支公

司 ”）

持续发力， 获评东莞年度最具

品牌影响力人寿保险公司， 兼获东

莞年度最佳理赔服务保险公司。 主

办方介绍， 新华保险东莞中心支公

司此前已多次斩获 《信息时报》 金

狮奖珠三角金融行业风云榜大奖，

其 中 2012 年 、 2014 年 、 2017 年 、

201 8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均获评东

莞最具品牌影响力人寿保险公司，

2013 年获评东莞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

构。

在“以客户为中心” 的战略指引

下， 新华保险东莞中心支公司始终把

客户放在第一位， 从客户的需求出发，

不断提升理赔服务水平， 致力于打造

更快、 更易、 更关怀的理赔服务。 为

向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理赔服务，

该公司相继推出完善了智能语答、 移

动理赔、 实时支付、 人像比对、 重大

应急、 分级鉴定、 全国通赔、 理赔慰

问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不断提升理赔

服务水平。

人力、 业绩规模稳居行业前列

新华保险东莞中心支公司于 2002

年 6 月 18 日设立运营。 一直以来， 该

公司业务规模稳步增长， 效益持续攀

升，人力、业绩规模稳居行业前列，是目前

东莞寿险市场上最具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保险机构之一。 目前，该公司设立 10家

分支机构

（

4

家支公司、

5

家营销服务部，

1

家营业部）

，机构布局完善，网点已辐

射东莞全境，并不断向村、社区有序延

伸，为 30 万余名个人客户及 2500 名机

构客户提供全面的寿险产品和服务。

在产品方面，该公司以客户需求

为中心，以健康险和年金险为守护客

户健康与财富的双翼，形成覆盖客户

“生、老、病、死、残”全生命周期的产

品体系，助力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弱有所扶。 近年来，新华保险秉

持新发展理念，从保险产品、服务等方

面深度挖掘具有大湾区特色的风险保

障和服务需求， 并于 2021 年首次对外

推出了粤港澳大湾区专属重疾险产

品———“粤港澳大湾区多倍重大疾病保

险”。作为一款国际化的健康险，具有港澳

通赔、多重赔付等特点，为大湾区居民医疗

保障提供了更多特色化选择。截至 2021年

10月底，自“粤港澳大湾区多倍重大疾病

保险” 产品东莞 3 月上市销售以来，累

计销售 1300 件，保费突破 770 万元，保

险金额达 2.4 亿元。

始终把客户放在第一位

在服务方面，夯实专业高效的基础

服务， 新华保险东莞中心支公司始终

把客户放在第一位， 利用行业首个服

务云平台， 为客户提供 7x24 小时、 线

上线下互融共通的专业咨询服务；优化

便捷全面的保全服务，提供客户信息变

更、满期领取等 60 余项保全服务，保全

办理“快、易、简”；主动创新智慧服务，

推出多功能、 全媒体智能机器人服务，

通过智能外呼、业务员智能问答、智能

微信回访领域，为客户提供高效、人性

化智慧服务。

2020 年 6 月，该公司推出“重疾慰

问先赔”服务，旨在为不幸罹患恶性肿

瘤的客户，提供患病初期慰问与专业索

赔指导服务，以快速赔付补足客户救治

费用缺口。“重疾慰问先赔” 服务，即

只要客户符合“承保超过两年”、“初

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 ”、“住院三日

内报案 ”、“组织病理学报告已明确

诊断”四项特定条件 ，该公司将安排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慰问， 快速核实事

故、协助理赔申请，并优先予以理赔处

理。 作为新华保险东莞中心支公司优化

创新理赔服务的一个缩影，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已向近 50 名客户提供了“重

疾慰问先赔” 服务， 支付理赔金达 510

万元。

在公益方面，践行公益，担起责任。

一直以来， 该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持续致力于公益事业，多年来积极参与

和组织各类公益活动，如向灾区捐款捐

物、为偏远地区小学捐资助学、关爱贫

困母亲的“母亲水窖”和“母亲邮包”公

益捐助、慰问儿童福利院、爱心献血等，

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021 年 11 月，新华保险“城市因你

而美·新华伴你而行———新华保险关爱

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东莞站续

约工作顺利完成。2019 年，新华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首次向东莞市市区

4999 名环卫工人提供专属保险保

障， 每人赠送 10 万元保额的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保障，合计捐赠保额 4.99

亿元。 2021 年， 项目持续落地 ， 东

莞市市区环卫工人连续第三年获此

关爱保障 ， 每人每年保额 10 万元 ，

续捐保额 4.99 亿元， 三年累计捐赠

保额14.97 亿元。

今天，由信息时报社独家重磅推出

的“金狮奖———2021 第十届珠三角金融

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评选活动获

奖榜单正式对外揭晓，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以下简称

“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

持续发力，再

度获评东莞年度最佳理赔服务保险公

司。 主办方介绍，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

曾三度获评该品牌东莞最具品牌影响

力财产保险公司，并两度获评该品牌东

莞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2019 年及

2020 年均获评东莞年度最佳理赔服务

保险公司。

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于 1993 年 7

月成立，是直属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二级机构。 下辖分支

机构 21 家，其中支公司 9 家，营销服务

部 12 家。员工逾千人。该公司坚持新时

代发展理念，以社会责任驱动，通过创

新模式，积极探索并参与社会治理。 在多

个领域开创“保险+风险”管理服务模式，积

极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 为提升客户出

险感受，提供客户更便捷、更快速、更优

质的理赔服务，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以

实际出发，践行内、外部多条便民服务

通道，为客户提供最优的服务。

优化理赔流程，让服务持续升级

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内部积极探

索推进理赔服务模式变革，从客户的实

际需求出发，增加服务通道，优化理赔

流程，让服务持续升级。 比如，远程查

勘，“快”享服务；远程定损，“一站式”

定损修车服务 ； 先赔后治 ， 以人为

本；诉前联调，纠纷快速化解等。

其中，远程查勘，“快”享服务，已

组建 15 人以上的专业的远程查勘队

伍通过“软电话”+“智能作业平台”

和客户进行沟通，客户在线提供事故

凭证 ，线上拍照 ，线上查勘 、全面服

务的简易事故场景客户，为简易事故

缩短现场时效，交通治堵，让客户出

行更加省心快捷 ； 远程团队日均处

理>220 笔简易案件； 线上处理减少

了前往现场路途客户等待时间，提升

了理赔服务时效，整案案件结案时效

2.14 天较到现场查勘服务案件缩短

3 天，NPS 客户满意度较原现场查勘

案件好 6 个 pt。

外部持续秉承企业责任，联合东莞

市交警支队、东莞市保险协会，共同开

展广东 110 互联网报警平台事故判责、

快处快赔、 警保联动三项便民理赔服

务。

其中，联合交警搭建广东 110 互联

网报警平台，用于处理轻微道路交通事

故，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终端，

通过快捷、高效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线

上+线下两种快捷处理模式， 快速完成

事故信息收集、责任判定和完成保险对

接；大大缩短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处理时

间，减少公安交管部门出警量，从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交通拥堵时间，

使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和保险理赔效率

进一步提高，快速化解因道路交通事故

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提高依法治理和

便民服务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截止 9

月份， 为 1.5 万名客户提供了高效的广

东 110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判责处

理服务，平均事故处理速度 8 分钟。

以客户为本， 为客户提供高质

量金融服务

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依托好车主

APP 平台， 上线 50 余项功能服务及 20

余项增值服务， 为东莞用户提供简单

便捷、绿色线上的一站式服务。

其打造 5 公里车生态服务圈，满

足客户保单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化服

务需求。 线下布局 1700 余家车后服

务、车辆检测与油站网点，为平台用

户提供洗车、保养、补漆、安全检测、

年审代办、 优惠加油等服务项目；同

时， 与滴滴、E 代驾、 捷停车等 B 端

商户联动，满足客户的代驾、找车位、

停车缴费各方面需求。 今年 7 月份，在

东莞市金融系统举办的“金融赋能 便

企利民”服务项目大赛中，该公司的创

新项目【平安好车主一站式服务】荣获

金融系统第 3 名、保险业第 1 名。

为解决客户轻微油漆修车保费上

涨，不修车影响美观的困扰，平安产险

东莞分公司推出“爱车无痕”专项，实

现覆盖所有镇区全量平安客户需求，

半年服务客户 1300 多人， 抛光 3920

面，为客户节约保费约 63 万元，客户

整体好评率 96%；为解决客户玻璃凹

点修复，防止凹点扩大，保证安全出

行，推出“玻璃帮修”专项 ，东莞镇区

全面覆盖 20 家玻璃免费修复网点，当

前已服务近 650

个客户， 为客户

节约保费 26 万多

元， 客户好评率

99%。

获评东莞年度最具品牌影响力人寿保险公司

同时获评东莞年度最佳理赔服务保险公司

新华保险东莞中心支公司：

获评东莞年度最佳理赔服务保险公司

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