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人寿菏泽中支

爱心捐助困难姐弟
民生人寿菏泽中心支公司得知家住牡丹区吕陵镇王寨

村的徐园影考入安徽大学，却因弟弟徐胜凯刚刚被确诊的
白血病而无法迈入大学校门的情况后，立即组织捐款，把爱
心捐款3690元交到徐园影手中。

民生人寿自进驻菏泽市场后，牢固树立“民生人寿保民生”
的经营理念，在致力于以优质产品和优秀服务为当地群众提供
保障的同时，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及慈善事业，真正体现了民生
人寿“植根民众 造福民生”的企业文化价值观。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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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人保财险菏泽市分公司大力推进治安保险工作，开展

“责任重于泰山 人保伴您身边”安全保障专项服务活动，

组织员工走上街头，向市民宣讲安全防范知识和为企业安

全生产保驾护航推出的保险产品，为社会传递正能量，践行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这一行业时代主旨。

(陈晨)

人保财险

“安全与您同在

人保为您护航”

中国人寿财险菏泽中支公司针对夏季涉水行驶、易爆

胎、自燃等多发机动车辆故障，邀请4S店专家给市民现场

讲解预防知识以及驾驶技巧、爱车保养讲解，并发放车险保

险购买指南、车险理赔常见问题服务指引、爱车保养手册、

行车宝典以及防灾知识锦囊等宣传材料，现场解答客户关

于承保、理赔方面的咨询问题，了解客户保险需求。

(陈晨 祝嗣刚)

中国人寿财险

走进公众 倾听客户需求

中华保险菏泽中支爱心捐款资助困难儿童

爱心包裹传递中华保险一份祝福

近日，中华联合保险菏泽中心支公司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
款2000元，用于捐购爱心包裹帮助贫困地区和灾区的小朋友。

中华联合保险菏泽中支近几年在发展的同时，始终不
忘“回报社会”的企业精神，勇于担当企业的社会责任，连续
参与了由菏泽市工商局组织的“关爱留学儿童”活动、菏泽
市妇联组织的“春蕾活动”，而且菏泽中支总经理室及中层
人员连续多年，一对一捐助贫困儿童，在当地赢得了赞誉。

(陈晨)

安华农险积极推广
小麦、玉米政策性保险惠及农户

“多亏投了小麦保险，不然损失就没法弥补了。”鄄城县引
马北街村民郭新文说，“家里的十亩小麦遭受旱灾，几乎全部
绝产，看着地里低矮的小麦，一家人是吃不好也睡不好，想起
今年投了小麦保险，就报了案，安华农险和农业局专家来勘
查、估损，没几天就把赔偿款打入我们直补卡中了。”

安华农险菏泽中支副经理张林说，公司将积极推广、扩
大承保面，让更多农户得到国家惠农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保
障。 （陈晨）

不出险也能享受安全保障
——— 阳光产险推出“零出险”车主专享活动

有些车主享受到了保险公司提供的快捷理赔服务，然
而对于那些“零出险”的车主来说，保险公司似乎自交完保
费之日起就此“消失”。

为了拉近与“零出险”车主的距离，同鼓励并提倡“安全
驾驶”意识，凡是上年“零出险”的阳光投保车主和老客户，
都有机会赢取更多惊喜好礼。对于“零出险”的阳光车主来
说，不仅能够享受到免费的非事故道路救援等日常保障，还
能够专享安全驾驶的优惠活动。 (陈晨 白燕玲)

中国人寿承办新农合大病保险

帮助农民“花小钱治大病”

“真没想到新农合报销后还可以得到二次补偿，感谢政
府的好政策，感谢中国人寿大病保险挽救了我们这个贫困
的家庭，也挽救了孩子的生命。”前不久，单县朱集镇韩六村
村民韩恩香激动地说。韩恩香的儿子患有血友病，今年以来
共花去医疗费用42万余元，在新农合报销10万元的基础上，
又获得重大疾病医疗保险18万余元的补偿款。

由中国人寿菏泽分公司承办的具有政策性业务特征和
公共产品性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大疾病医疗保险业务，
覆盖全市所有新农合参合人员，按照人均15元的标准从新农
合基金中划拨为大病保险保费。新农合大病保险运作近一年
来，中国人寿菏泽分公司已经为全市65400多人次支付了大
病保险的补偿款，补偿金额达8650多万元，有效缓解了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为农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建立起又一道
屏障。在今年菏泽市委组织开展的“最佳实事”评选活动中，

“新农合大病保险”工作位列全市60件实事第1名。
中国人寿菏泽分公司总经理秦鸿波表示，公司将切实

履行国有寿险企业应有的使命和担当，全心全意把这项惠
民工程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做优，以“政府放心，
群众满意”为主旨，全力打造保险业服务社会的样本工程，
让更多的群众得到实惠、生活更加美好！

（陈晨 陈志勇）

8月9日下午，冒着酷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王玉洪带领员工将价值5000

余元的遮阳伞和矿泉水等慰问品送到菏泽市交通警察支队

直属大队特勤中队执勤岗位上，并帮执勤交警把遮阳伞撑

起来，为执勤交警送去清凉和爱心。

太平洋产险菏泽中心支公司长期致力于各项公益事

业，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邓兴宇）

太平洋产险菏泽中支

拳拳爱心献交警

华夏人寿保险公司“最美夕阳红”——— —— 金秋客服节启

动。华夏人寿组织志愿者探访慰问空巢老人,向空巢老人赠

送一份保额20万元的“华夏红”公共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和生

活慰问品。

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度，华夏人寿菏泽中支公司的

客服节还将举办百名才艺老人和幸福老人的评选活动，同

时聘任百位老人担任“华夏荣誉监督员”，在公众与老人之

间搭建起爱心沟通、理解互动的桥梁。

（陈晨 石明松）

华夏人寿爱心温暖空巢老人

平安产险开展客服节“爱延续”菏泽单县平安希望小学
爱心支教活动，为单县高老家平安希望小学的学生们送去
价值2万元的课桌椅，并以“人生因梦想更精彩”为主题，为
学生们上了别样的一堂课。

“我们将持续开展公益活动，组织、鼓励每个员工都积
极参与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平安产险菏泽中支公司总经理
赵善勇呼吁，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关注和参与公益事业，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实现梦想。 (陈晨)

爱心支教单县平安希望小学

为了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树立天安良好的

社会形象，践行“诚信保险，优质服务”的精神，天安财险菏

泽中支公司员工走上街头，开展保险宣传服务活动。

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张贴宣传海报、演示保险流程、发

放保险知识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全面地了解客

户诉求，解答客户疑难，为客户提供保险专业性指导意见与

服务，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买保险。

(陈晨)

天安财险菏泽中支

倾听消费者心声 解决消费者诉求
中国大地保险设立“快乐体育基金”,将在未来5年陆续

投入600万元，在该公司设有省级分公司及中心支公司的约
300个地区，各捐助一处希望小学体育园地。每个园地设施
含篮球架(篮球)、足球门(足球)、单双杠、乒乓球台(乒乓
球)、跳绳等一套符合国家标准的体育器材和设备，持续帮
助农村学校改善体育设施建设，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享受
到体育的快乐。

“我是教练”计划作为快乐体育基金的其中一项支教活
动，旨在号召热爱体育的人们积极参与到贫困小学的体育
教学活动中来，以活力和热情，共同提升贫困学校学生的体
育水平和运动技能。

（陈晨）

大地保险设立“快乐体育基金”

菏泽永安保险“圆梦行动”
带领中学生走进省科技馆

“印象最深的是马德堡半球实验，课本上学到了理论，
在这儿自己进行了具体操作！”从山东省科技馆走出来后，
菏泽佃户屯中学的贾静静兴奋地说。

为了让菏泽的孩子特别是乡镇中学的孩子开拓视野，
更好地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永安保险菏泽中心支公司开展

“六一圆梦行动”活动，带领佃户屯中学、牡丹区实验中学15
名品学兼优中学生走进省科技馆。“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次
参观，体验科技的魅力”，永安保险菏泽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黄勇说，这是继菏泽永安保险去年六一组织“圆梦六一、永
安保险放飞梦想”为农村留守儿童圆梦活动的关爱未成年
成长系列活动之一。 （邓兴宇）

暴雨无情 信达有义
——— 菏泽信达财险用服务感动客户

7月2日，暴雨倾盆，信达菏泽中支接到电话调度指令：
公司承保的车辆在驶过菏泽市开发区电厂路涵洞时被水憋
灭熄火，车辆困于水中，客户急需救援查勘。

10分钟后，查勘员程磊和同事到达现场。此时，车的半个
车身已经没入水中，两侧的雨水不停地灌入涵洞，水位在不
断上涨，程磊让客户把着方向盘，他和同事们一起推车，因为
是上坡，加上又在深水中，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终于将车辆拖出涵洞。为了能够尽快为客户定损理赔，
程磊顾不上吃晚饭，又回到公司，着手整理赔案资料。

“心手相连，闪速驰援；暴雨无情，信达有义”。信达人用
自己平凡而真诚的一言一行打动着客户，展现出信达财险
良好的服务形象。 (陈晨 张春华)

500元保费换来
太平洋寿险25万元承诺的兑现

近日，太平洋寿险菏泽中心支公司赔付一起案值为25万
元的理赔案件，贴心周到的服务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肯
定，而且使金融机构规避了资金风险，保障了客户的利益。

被保险人赵先生生前在巨野县某金融机构贷款25万
元，同时投保了菏泽太平洋寿险《安贷宝意外伤害保险(B
款)》250份，缴纳保费500元，意外身故残疾保额25万元。当
太平洋寿险菏泽中心支公司接到报案后，迅速出险，仅用8
个工作日将25万元理赔款赔付到位。 (陈晨）

6月15日上午，新华保险菏泽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袁庆
华、副总经理李庆华、客户服务部经理黄建川以及牡丹支公
司各位同仁，带着爱心来到菏泽市聋哑学校，将红T恤、文
具等物品交到孩子们的手中,为孩子的童年添上一抹亮色。

“保险是一项充满爱的事业”袁庆华说，“以后会经常来
这里看望这些可爱又让人心疼的孩子，让聋哑学校的孩子
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暧与关爱。”

据了解，新华保险菏泽中支历来注重公益活动，努力提
升企业内涵价值，致力于打造最优秀的企业，自觉履行社会
责任，积极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和改
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做出不懈的努力。 (陈晨 郝慧）

菏泽新华保险

“儿童节”聋哑学校爱心捐赠

为了践行“分享成功、奉献社会”的发展宗旨，履行社会
责任，6月14日，泰康人寿菏泽中支员工代表驱车前往东明
县刘楼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简单而又充满温情的奉献爱
心捐赠活动。

本次活动，泰康人寿菏泽中支共向10位小学生捐献了
学习用品及助学金，向刘楼中心小学捐献了篮球、足球等体
育用品，受到了刘楼中心小学全体师生的欢迎和感谢。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感恩回馈，刘楼中心小学的孩子只
是一个缩影，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希望在菏泽泰康未来十
年的发展道路上，能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践行更真诚的奉
献，让社会充满爱，让泰康真情无处不在！（陈晨 宋先军）

泰康人寿菏泽中支

举行奉献爱心捐赠活动

“爱在太平，幸福一生”。太平人寿菏泽中心支公司开展
捐书活动，将捐赠的两千余本书籍和给同学们购买的崭新的
书包、文具盒、笔记本等文具赠送给菏泽牡丹区沙罡小学。

作为企业公民的一员，太平人寿菏泽中心支公司一直
热心公益事业:2012年11月，太平“手拉手爱心书屋”在菏泽
牡丹区沙罡小学设立，中支共捐赠书籍3000余本，并送来了
字典、书包、红领巾等助学用品；2013年9月，我公司对沙罡
小学进行持续关怀，捐赠各类图书、杂志2000余本，更加充
实了“太平手拉手爱心书屋”。我们将把此项公益活动持续
进行下去，用更多的形式去帮助、关爱祖国的未来！

（陈晨 赵倩）

太平人寿菏泽中心支公司

举办2013年“爱心书屋”捐赠仪式
信泰人寿积极开展

“保险知识进万家”活动
随着人们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

购买保险当成了日常理财的一部分，但是还是有很多消费
者对于保险知识并不是十分了解，仍需要保险机构加大保
险知识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保险、熟悉保险，让更
多的人从中受益。

为了更好地宣传保险知识，服务保险消费者，信泰人寿
菏泽中心支公司员工走向街头，向市民发放宣传页、提供保
险知识解答、理赔咨询等服务。通过和消费者展开面对面的
交流沟通让广大消费者了解保险的作用和意义，消除消费
者对于保险认识的误区，让消费者明明白白买保险。

（邓兴宇）

充满春天色彩的《春之声圆舞曲》、引起人们回忆的《红
色娘子军》……10月12日晚,由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组建的天安爱乐乐团给菏泽市民带来一曲曲拨人心弦
的交响乐。

激昂澎湃的曲目中，一首清新动人的《小毛驴》格外引
人注意，不仅因为该曲目充满了童趣，更重要的是曲目的指
挥家是一名来自菏泽市二十一中的学生付梦琪。

天安人寿今年3月进入菏泽后，举办了首届寻找未来音
乐家的公益活动，该活动的少年组冠军则是付梦琪，借着公
益音乐会举办的机会，小姑娘提前尝试了一把音乐家的感
觉。 (邓兴宇）

天安公益音乐会圆满举行

菏泽保险业再添新力量

百年人寿菏泽中支开业
12月20日，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

司正式开业，为菏泽保险业再添新力量。
经了解，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公司于
2009年6月3日正式开业，总部选址大连。公司注册资本23 . 6
亿元人民币，由东方资产、国电电力、融达投资、大连港集
团、大商集团、时代万恒、新光集团、一方地产等17家股东构
成。强大的股东背景、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优秀的管理
团队为百年人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百年人寿菏泽中心支公司将秉承“创新百年，关爱永
恒”的企业文化理念，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菏泽百姓提供
真正适合自身的寿险产品，同时认真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努
力培养一支综合素质高的寿险从业人员队伍，为菏泽保险
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能量。 （陈晨 刘达）

合众人寿送温暖，用爱心抵御寒冷
——— 合众公益菏泽站慰问困难家庭和孤寡老人

合众人寿助孤助困爱心之旅起航，菏泽中心支公司员
工为特困家庭、孤寡老人送去米、面、油、棉被等生活用品，
叮嘱他们注意防寒，为老人们送去冬日的一份温暖。

据了解，合众公益长期开展助学、助老、助残活动，致力于
打造慈善平台，帮助更多有爱的人实现爱的传递。 （陈晨）


	PT10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