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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保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

市民参与方式：
信件可寄至：
烟台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电子邮件可发至：qlwb_jr@163 .com

电话：967066 18975809160 18658333753

参与奖项设置：
本报将从参与读者中抽取幸运奖20名。
一等奖：5名，全年齐鲁晚报订报卡+

烟台山泉10桶(价值280元)

二等奖：10名，半年齐鲁晚报订报卡+

烟台山泉5桶(价值150元)

三等奖：1 5名，半年齐鲁晚报订报卡
(价值100元)

保险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不是
一个陌生的词儿，你是否被免费
保险忽悠过？你是否买了保险产
品却苦于理赔无门？你是否因为
轻信了保险销售员的口头承诺现
在正后悔不迭呢？保险一直是消
费者遭遇金融“消费陷阱”的多发
领域，又到一年的3·15消费者维
权日，如果您在购买保险的时候
遇到了消费不公、不平的烦恼，请
爆料吧！让我们一起维权！

财产保险

一、基本信息

姓名: □先生 □女士
手机号：

二、您所投保的财产保险公司

□1人保财险 □ 2太保产险
□3平安财险 □ 4天安保险
□5国寿财险 □ 6中华联合
□7太平财险 □ 8大地产险
□9阳光产险 □10华安农险
□11安邦财险 □12华泰财险
□13永安产险 □14中银财险

三、填写调查内容

1、购买车险产品时 ,营销人员是
否详细讲解了相关条款
A.是,很详细 B.比较详细 C.没
怎么讲解
2、您是否经常接到该公司的电话
车险推销电话
A.没有 B. 有,比较少
C.有,经常接到
3、出险报案后 ,定损人员到达现
场是否及时
A.及时 B.一般 C.不及时
4、索赔时手续是否繁琐、理赔时
间是否过长

A.没有 B.一般 C.是
5、定损金额是否有达不到最低损
失的情况
A.没有 B.一般 C.遇到了
6、是否遇到保险公司指定维修厂
家的情形
A.没有 B.一般 C.遇到了
7、你的各种材料齐全时 ,该公司
理赔是否及时到账
A.是的 B.一般 C.不及时
8、该公司车险费率是否合理
A.是的 B.一般 C.不是
9、您对该公司车险费率奖惩制度
是否认可
A.十分认可 B.还可以
C.不认可
1 0、你对该公司车险的理赔过程
总体满意吗
A.满意 B.一般 C.不满意

您与保险公司是否含有其他不愉
快经历，请写下来：

人身保险

一、基本信息

姓名: □先生 □女士
手机号：

二、您所投保的人身保险公司

□1中国人寿 □ 2太保寿险
□3平安人寿 □ 4泰康人寿
□5新华人寿 □ 6太平人寿
□7民生人寿 □ 8合众人寿
□9中英人寿 □10人保健康
□11华夏人寿 □12人保人寿
□13生命人寿 □14阳光人寿
□15华泰人寿

三、填写调查内容

1 、保险公司是否明确告知十日
内撤保及十日后退保的损失程
度
A、详细告知 B、只告知一项
C、没有告知
2 、保险公司是否明确告知收益
的不确定性
A.详细告知 B.告知了 ,但不明
确 C.没有告知
3 、是否遇到过该公司工作人员
用“高利息、比存款收益高”等
字句故意混淆银行保险产品与
存款概念的情况
A.没有 B.告知是保险 ,但承诺
高利息 C.遇到过
4 、保险公司业务人员是否无休
止地进行电话推销
A.没有 B.比较少 C.是

5 、保险公司是否告知出险后不
予赔付的相关事项
A.详细告知 B.告知了 ,但不全
面 C.没有告知
6、理赔时 ,是否存在与销售员推
销时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A.不存在 B.有轻微差别
C.与销售员介绍的差别很大
7 、你是否遭遇过保险公司未按
合同约定进行红利分配或定期
返还的情况
A.没有 B.返还很少
C.遇到过
8 、你在办理满期、退保手续时 ,

保险公司是否及时给付
A.是 B.一般 C.不是
9、购买保险后 ,该公司是否及时
对您进行了电话回访
A.是 ,很及时 B.回访了 ,但是不
够及时 C.没回访
1 0 、您对于理赔过程总体满意
吗
A.非常满意 B.比较满意
C.不满意

您与保险公司是否含有其他不愉
快经历，请写下来：

如果您在与保险公司打交道过程中，遇到问卷中提及
的问题 ,请书面填写调查问卷并打分，以信件形式寄给我
们；还可登录齐鲁晚报电子版(或百度搜索)，下载该调查问
卷并打分，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我们；也可打电话向我
们讲述您遇到的麻烦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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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09

近代邮政博物馆将开建
烟台历史文化讲堂开讲，带您领略烟台邮政的独特魅力

┬通讯员 周霞
┬本报记者 刘清源

3日，烟台市博物馆的烟台历史文化讲堂又开讲了。
本次讲堂由烟台市博物馆和烟台集邮联谊会联合主办，
鲁东大学副教授、烟台集邮联谊会秘书长梁建光做了题
为《魅力集邮》的知识讲座。

烽火传信息，可以说是通信起
源。1389年烟台山出墩台，燃狼烟，
以报警防倭寇，当地人称墩台为狼
烟台，因此得名“烟台”。鸦片战争
后，列强侵华，多擅自设邮局，清政
府称“客邮”。从1876年至1903年，
日、德、法、俄、英五国先后在烟台
擅自设立邮政机构，侵我邮权。
1922年底在烟“客邮”才全部撤销。

到了清朝晚期，时担任清政
府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英国人赫
德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他深知邮

政是一个敛财的绝佳途径，便想
方设法让清政府同意由海关来
试办邮政。

于是，烟台海关在1866年设立
邮务办事处，兼办邮递外使文件。
1878年，赫德指派天津海关的德璀
琳来筹办中国海关的邮务，就天
津、北京、上海、烟台和牛庄(即现
在的辽宁营口)五个海关来试办邮
政。同年3月23日，烟台海关邮局，
开始收寄公众信件，并于1878年8

月出售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

不仅如此，在后来我国邮政的
发展史上，和烟台的渊源颇深。

“1987年发行的四大名楼邮票中，
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的面值都
不超过10分，而取景烟台的蓬莱阁
面值为90分，这套邮票在业内也是
颇有盛名的。”梁建光说道。

梁建光透露，今年山东省邮

政局将在烟台山下设立近代邮
政博物馆，如今各项准备工作正
在积极筹划中，将来烟台又将多
一个历史文化名馆。“ 1 0 0 多年
前，大龙邮票就从烟台走向了世
界，烟台有着如此丰厚的集邮文
化，理应充分利用起来，这是烟
台的骄傲。”梁建光说。

烟台将建近代邮政博物馆

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

老邮票多从国外回收

1893年在烟台的外侨成立了
“烟台商埠邮政委员会”，发行了烽
火台邮票和海港风光图邮票。梁建
光向大家展示了几张精美的老邮
票和明信片，画面全由烟台山及山
下的海港风光组成的。“这些邮票
其实主要是给外国人用的，所以现
在我们得以见到的多是由国外回
收而来。”梁建光说。

1896年，南洋大臣张之洞上书

光绪帝建议由国家开办邮政，光绪
帝在奏折写了“依议”，大清邮政官
局正式开办，设烟台邮政总局，管
理界内邮政分局、代办所。

到1911年，烟台界内共设邮政
局、代办所39处。1913年，改设一等
邮政局。至1936年，胶东各较大村
镇和交通要冲处均已设置邮政局、
代办所，以蓬莱、黄县、掖县沿海最
为密集。

▲烟台风
光的精美老明
信片。

大龙邮
票首发地在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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