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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居家养老”“保险+高端康养”

东莞平安人寿打造养老新模式助力品质养老
□ 文、图 信 息时 报 记 者 陈武 东
通讯 员 黄 芳

“
打造养老新模式俨然成为整个保险
行业最核心的热门话题，非常荣幸受邀参
加今天的发布会，见证东莞平安人寿不断
推动‘保险+居家养老’、‘保险+高端康
养’的服务新模式，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
养老需求，为东莞品质养老生活贡献先驱
力量。 ”东莞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卢建强
在东莞平安人寿居家养老品牌发布会上
致辞说道。
9月20日， 东莞平安人寿在东莞洲际
酒店举办以
“
平安管家，伴您回家”为主题
的居家养老品牌发布会，本报记者受邀到
活动现场，了解平安居家养老的多场景服
务。
据了解，基于90%老年人选择居家养
老的市场现状，东莞平安人寿依托集团医
疗健康生态圈的优势，筛选、整合市场上
优质养老服务和医疗健康资源， 去粗存
精。 针对老年群体居家养老的主要场景，
提供1个养老管家携手N个专家顾问，为

客户动态打造围绕“
医、食、住、行、财、康、
养、乐、护、安”十大场景的专属养老服务
建议方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
式居家养老服务，致力于实现“
老人舒心、
子女放心、管家专心”，以专业塑造“
省心、
省时又省钱”的生活体验。
平安居家养老项目设计理念呈现出
几大亮点，包括客户选择多、服务周期长、
专业家庭医生、全天候管家、十大维度诊
断、全面适老考量、360度智能守护、监督
服务质量等。
记者现场获悉，东莞是平安居家养老
服务全国首批试点的城市之一。 为了让东
莞市民更加深入了解和体验居家养老服
务，坐落在南城寰宇汇金中心的平安居家
养老首个3.0展厅也于9月20日正式开放。
东莞平安人寿表示，公司将继续依托
集团“金融+医疗+康养”的资源优势，坚
“
专业创造价值”，秉持“
老人舒心、子女
持
放心、管家专心”的核心价值主张，致力于
解决老人的养老痛点，让“
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落到实处，守
护人民稳稳的幸福。

图为东 莞平安人寿居家养老发布会启动现场。

守卫老百姓财产安全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赋能“新市民”反诈技巧
“
‘
新市民’作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成长起来的消费主力军，是创新金融服
务的重要群体。 城市的新型蓝图构建离
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社会的稳定繁荣
需要他们来共同维护。 但
‘
新市民’由于
缺乏足够的金融知识，抗风险能力相对
薄弱，常常成为被‘诈骗对象’。 ”日前，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向记者介绍，为帮助
“
新市民”有效识别诈骗手段，加强市民
的金融防范意识，该行主动担当起帮助
“
新市民”守卫钱袋的职责，针对不同的
“
新市民”群体，提出有针对性的反诈小
技巧。

青年新市民警惕贪小钱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介绍，青年新市
民要警惕游戏装备类、 网络贷款类、刷
单兼职类的诈骗，莫因小钱被骗。
诈骗分子在网络游戏聊天界面、
QQ 群、 微信群中发布低 价 销 售游 戏
币、 游戏账号或游戏装备等虚假信息，
骗子以未成年人不能买卖，需要提供父
母的银行卡、微信钱包信息为由，盗刷
其父母微信钱包和银行卡余额。 因此，
学生在接触手机游戏与网络时，需要引
起警惕以防上当受骗。
诈骗分子常常瞄准社会经验不
足、 有创业贷款需求的年轻新市民群
体， 利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贷款信
息， 声称可为资金短缺者提供低息、
纯信用贷款。 当受害人信以为真后，
再以交手续费、 服务费名义诱骗受害
人转账汇款。 因此， 广大青年新市民
朋友务必提高警惕， 办理贷款应到正
规金融机构咨询申请， 切勿盲目轻信
网络贷款， 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 不
要向陌生人转账及告知短信验证码等
信息。
诈骗团伙以“
零投入、高回报、日清
日结”为诱饵，吸引受害人加入群聊，并

在群里扮演不同角色，纷纷展示获利截
图，营造高回报的假象，迷惑受害人。 通
过头几次刷单立即返还本金、佣金骗取
受害人信任后， 诱导其加大本金投入，
随后以打包任务未完成等理由拒不返
款，最终将受害人拉黑。 面对此类诈骗
时， 切记不要轻信网上刷单广告内容，
发现被骗后应及时报警，同时要注意保
留银行转账记录、通信记录、聊天记录
等证据。

中年新市民谨防“好友”危机
中年新市民要谨防冒充熟人、“杀
猪盘”、投资理财等类型的诈骗。 东莞农
村商业银行介绍，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 或随机拨打电话、发
送添加好友短信， 冒充受害人的朋友、
同事、亲人等，谎称遇到困难，需要借钱
应急， 诱使受害人汇款转账。 因此，当
QQ、微信、微博等聊天工具或手机短信
收到“
熟人”发来的涉及转账、借钱等消
息时， 一定要拨打对方电话进行核实，
以防上当受骗。
诈骗分子伪装成高富帅、 白富美，
通过社交平台以谈恋爱为名接近受害
人，凭着虚构的完美人设，通过日常聊
天陪伴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待时机成熟
后，骗子便会以网络赌博、投资理财等
为借口，
“
杀猪”骗钱。 面对杀猪盘，广大
新市民朋友在积极脱单的同时，也要谨
防爱情骗局，防止落入圈套。
诈骗分子在 QQ、 微信群等社交平
台发布投资信息，塑造所谓的“理财大
师”形 象 ，以 取 得 受 害 人 信 任 ，然 后 以
“
高额回报”“内部消息” 等虚假信息为
饵，诱导受害人在虚假炒股平台中大额
投资，最终血本无归。 因此，投资理财一
定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千万不要轻信所
谓的“稳赚不赔”“内幕消息”“大师指
点”等说法。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主动担当起帮 助 新 市民 守 卫 钱袋 的 职 责，针 对 不 同的 新 市
民群 体 ，提 出有 针对性的反 诈 小技 巧 。

老年新市民多和家人商量
老年新市民要多和家人沟通商量，
保
警惕“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
健品”等类型的诈骗。 东莞农村商业银
行介绍，诈骗分子以“以房养老”名义诱
骗老年人抵押房产，诈骗资金，借国家
政策旗号行非法集资之实。 诱骗老年人
将抵押房产的资金拿去购买其推荐的
理财产品， 最终导致老年人没了房产，
还背负贷款。 对于“以房养老”骗局，老
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投资理财应咨询
正规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多与家人商
量，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防范不法
分子诈骗侵害。
诈骗分子假借认识人社局工作人
员的名义， 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系老年
人，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代办养老保
险。 诈骗分子声称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
费即可享受养老退休金，并在收到受害
人钱款后携款跑路。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

市民朋友们， 凡是要动用钱财的时候，
不要相信那些“不要告诉任何人”的话
语，更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
不法分子诱骗老年人参加所谓 的
“
健康讲座”“免费体检”等活动，再声情
并茂进行洗脑销售，最终达到欺骗老人
高价购买保健品的目的。 因此，老年人
不要盲目购买保健品，不要轻信所谓的
“医疗专家”言论，如身体出现不适，请
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 诈骗
手段层出不穷，新市民的防范意识也需
要与时俱进，在提高防范意识、警惕诈
骗手段的同时， 也要积极学习金融知
识，清楚常见的金融风险。 ”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表示，未来，将为广大新市民朋
友们提供更多样化、人性化、个性化的
金融服务以及产品，满足各个年龄阶段
的市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助力新
市民安居乐业，享受幸福生活！
信息 时 报记 者 陈 武东
通讯 员 张湘 菊
责编：刘伟 美编：余永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