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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一一届届中中国国保保险险创创新新大大奖奖评评选选揭揭晓晓
平安寿险、产险获“最具影响力保险品牌”等多项大奖

日前，2016年中国保险创
新大奖评选结果揭晓，平安人
寿、产险凭借卓越的产品创新
能力和贴心的服务荣获多项
大奖。其中，平安人寿连续第
三年摘得“最具影响力保险品
牌奖”，并首次斩获“年度企业
文 化 奖 ”和“ 营 销 企 划 拓 普
奖”，旗下明星产品平安福亦
荣获“最具影响力保险产品
奖”。平安产险亦荣获最畅销
保险产品、最佳人身意外保险
产品、最具创新力保险产品等
7项产品大奖。

近年来，平安人寿夯实
“科技”与“产品”两大平台作
为核心竞争力，打造卓越寿险
品牌。评委会表示，平安人寿
坚持“专业创造价值”，追求卓
越，让每个家庭拥有平安，在
销售、精算、培训、客户体验等
诸多领域保持优势地位，备备受
行业尊敬，特授予“最具影响
力保险品牌奖”。9月，平安人
寿旗舰型保障产品“平安福”
再度升级，除了继承原有的优
势外，疾病保障种类将增加至
100种，而且轻症赔付后不影
响后续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
此外，产品首次将保险保障与
运动奖励相结合，被保险人满
足一定量的运动条件，其平安
福(2016)主险及重疾险的保
障额度将增长10%。通过对客
户的长期健康管理，培养客户
的健康运动习惯。作为寿险行
业的创新之举，平安福(2016)
荣获“最具影响力保险产品
奖”。

在本次评选中，平安人寿
所秉持“执善心、筑大业”的企
业文化理念也广受社会认可
与同业赞赏，首次斩获“年度
企业文化奖”。平安人寿立足
于保险保障，号召员工与代理
人向社会释放善意，传承“爱
与责任”，利用新科技武装保
险营销与服务，致力于提供

“简单便捷、友善安心”的客户
体验。2015年起，平安人寿倡
导“新生活运动”，号召数千万
客户积极投身运动，并且带动
身边亲人朋友参与，改善上亿
人的健康习惯与生活方式，为
提升国民健康贡献正能量。

“新生活运动”一呼百应，近一
年来已组织上千场健步行、马
拉松等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
全民运动的高潮。该案例也荣
膺本次评选“营销企划拓普
(top之意)奖”。

平安产险亦斩获7项产品
大奖：包括平安专利被侵权损
失保险获最畅销保险产品奖；
平安马拉松保障计划获最佳
人身意外保险产品奖；平安产
险小微乐享系列保险产品荣
获最佳产品组合奖；平安手机
碎屏保险荣获最具创新力保
险产品奖；平安玉米种植天气
指数保险荣获最佳农村保险
产品奖；平安法律费用保险荣
获最佳责任保险产品奖；平安
运动员失能保险荣获最佳健
康保险产品奖。

评委会表示，平安产险多
年来深耕产品研发，运用移动
互联思维与大数据分析，场景

化客户需求，个性化产品创
新，帮助不同客户在不同领
域、不同场景获取最合适的保
险产品。本次获奖的7项产品，
横跨专利、餐饮、科技、农业、
法律、健康、运动7大领域，其
中，平安产险小微乐享系列保
险产品是平安产险支持“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首
创的一款专门针对各行业小
微企业的保险产品组合，为小
微企业在正常运营中涉及的

“企业财产、员工、受众”提供
全方位的保险保障；平安玉米
种植天气指数保险将天气指
数保险与传统农业保险相结
合，在将气象数据嵌入平安的
保险网络平台后，实现无人工
查勘自动核算理赔，是保险惠
农的重要实践。平安专利被侵
犯损失保险则是平安产险被
列入国内唯一专利保险试点
保险单位后的尖刀产品，行业
首创调解预赔偿，赔付专利直
接损失。在全国成都市、宁波
市等专利保险示范及试点城
市全面推广，为企业的创新专
利提供保险保障的同时，致力
为企业创新营造全新的市场
氛围。

据悉，中国保险创新大奖
由《保险文化》杂志社联合国
内著名院校保险院系、国内著
名财经媒体共同举办，目前已
经成功举办十一届评选。该奖
项旨在推进、鼓励国内各家保
险公司积极从事保险产品创
新，是国内保险界的专业奖项
之一。

青荣城际铁路11月16日开通，自昨昨日18时起开始售票

烟烟台台至至青青岛岛，，5577元元可可买买张张动动车车票票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张

琪 通讯员 王玉建) 记者
从济南铁路局获悉，青荣城际
铁路确定2016年11月16日开通
运营，自11月14日18时起开始
售票。以烟台南至青岛北为例，
二等座票价最低仅有57元。

青荣城际借鉴广深、京津
城际运输组织模式，大量开行

“C”字头城际列车，按照初期列
车开行方案，安排开行城际列
车18对，其中高峰线3对，周末
线3对。青荣城际全线开通后，
青岛至莱阳运行里程116公里，
二等座票价36元，一等座票价

43元；青岛至烟台运行里程214
公里，二等座票价66元，一等座
票价79元；青岛至威海运行里
程275公里，二等座票价85元，
一等座票价102元；青岛至荣成
运行里程316公里，二等座票价
97元，一等座票价117元。以青
岛北至烟台南的C6555次列车
为例，该车运行时间仅有75分
钟，票价仅有57元，在青烟运行
列车中，该车次运行时间最快，
票价最低。与之相同的还有烟
台南至青岛北的C6552次列车，
运行时间和票价也是如此。

为满足城际铁路旅客便捷

出行需求，济南铁路局优化青
荣城际售票组织，推出多项售
票优惠措施。

1、在青荣城际线全面推行
中铁银通卡。自2016年11月16日
起，在青荣城际线(含青岛、烟台
站)开行的“C”字头动车组列车
开办中铁银通卡业务。荣成、威
海北、烟台南、青岛、青岛北站
设立银通卡业务窗口，办理中
铁银通卡售卡、充值等相关业
务。持中铁银通卡乘坐“C”字头
动车组列车，可凭中铁银通卡
进出以下车站：荣成、文登东、
威海北、牟平、烟台南、桃村北、

海阳北、莱阳、莱西北、即墨北、
烟台、威海、青岛、青岛北站。

2、实施团体票优惠。全年
除春运、暑运及小长假(运输期
限以铁路部门公布为准)以外
时间，济南铁路局各客运站车
站售票窗口发售青荣城际“C”
字头列车车票时，均实行团体
优惠。团体旅客购票，满20人
时，给予免收一个人票价的优
惠，20人以上，每增加10人，再
免收一个人的票价。

3、免除异地票手续费。在
济南铁路局各客运站售票窗口
和代售点发售青荣城际“C”字

头列车车票时，均免收异地票
手续费。

4、开展海运联合售票。
2016年11月16日起在青岛、青
岛北、烟台站售票厅内设立渤
海轮渡售票窗口，发售渤海轮
渡船票。

青荣城际公交化开行，大大
拉近了青岛、烟台、威海、荣成城
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加快了烟台
与济南、青岛城市群的同频共
振，真正实现了半岛地区“同城
生活”，同时通过胶济客专融入
全国高铁网络，实现山东沿海地
区与内陆地区的快速通达。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受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定于2016年12月13日10:30对以下

标的依法按现状在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互联网电子

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山东省海阳市

海滨中路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号为：海国用(2011)第4049号，地号

为：87-03-324-2，面积为33549 . 95

平方米】，起拍价为1451 . 966345万

元，拍卖保证金为290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1、竞买人应在2016年12月12

日16时30分前携保证金凭证(到账

为准)及有效证件(个人持身份证，

单位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到青岛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

办理。

2、与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

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

权人应及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未

办理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3、交纳保证金账户(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专用账户):收

款单位：青岛产权交易所；开户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营业部；账号：532902874410666

四、特别说明：该标的拍卖成

交及过户所产生的税费，由买受人

承担。

五、联系方式：拍卖公司地址：

青岛市漳州二路19号2号楼601

电话：

0532-80860232 李经理

网址：www.qdxintiandi.com

青岛产权交易所地址：青岛市

崂山区银川东路9号

电话：

0 5 3 2 - 6 6 7 1 8 9 2 5 ，0 5 3 2 -

66718926

网址：www.qdcq.net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

0532-83099578

青岛新天地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5日

山东某预备役团全体党
员官兵坚持以思想建设为根
本，以能力建设为关键，着力
加强自我修养，不断提高履
职尽责的本领。近日，他们通
过开展“升国旗”仪式、“学讲

话、明职责”赠书仪式、“官兵
大讲堂”读书交流、“军事活
动日”等活动，不断提高现役
官兵及预备役官兵爱国热
情，培育爱国情怀。

(隋鹏飞，图姚旗)

爱爱国国教教育育一一直直在在路路上上

为为谢谢医医生生救救命命之之恩恩
用用恩恩人人名名字字为为子子取取名名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李琨
郑艳文) 近日，长岛县

人民医院收到了一封来自
合肥的感谢信，因为一个孩
子，一段“救子奇缘”，相隔
千里的两座城有了一条紧
密相连的亲情纽带。

寄信人王华进说，去年7
月底，他携怀孕6个月的妻子
和6岁的女儿来山东旅游，可
能游玩中过度劳累，在威海
时妻子腹部开始阵痛，到达
长岛后，妻子持续腹痛并且
愈加严重，王先生心急火燎
地带着妻子去了医院。

当时接诊的大夫是陈艺
文。据她回忆，“当时孕妇先兆
性流产的症状非常明显，需要
立刻住院进行保胎治疗。”王
先生一听就蒙蒙了，“一方面妻
子是高龄产妇，本身怀孕就有
风险，另一方面担忧在长岛人
生地不熟，要是住院的话照顾
起来也不方便，当时感觉特别
手足足无无措。”

后来陈艺文想了个折

中的办法，孕妇不住院，但
必须打吊瓶安胎治疗，她还
特意去住院部协调了一个
床位，并向值班医生说明了
孕妇的具体情况。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
们夫妻俩就决定如果孩子
能平安生下来，就用陈医生
的名字给孩子起名，让孩子
也能永远记住在长岛的这
段救命之恩。”王先生由衷
地说，“当初亏了陈大夫的
帮忙，没有她就没有我们孩
子的健康平安。所以孩子出
生后，我们就想着让陈大夫
也感受下我们的幸福，于是
给她写了封感谢信，并寄了
张孩子的照片。”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陈
艺文是长岛县医院的妇产科
主任，今年56岁，自大学毕业
后便扎根海岛，如今已有34
年。“这件事也没什么，我只
是尽了医生应尽的职责，我
非常感谢这位孕妇及家人对
我们医务工作的理解和肯
定，我们会再接再厉。”

四种乘车方式对比，坐动车挺划算

车程 票价

KK字字头头列列车车 44 .. 55小小时时 硬硬座座3377 .. 55元元

长长途途汽汽车车 33 .. 55小小时时 8855元元

青青荣荣城城际际铁铁路路 11 .. 55小小时时 一一等等座座7799元元 二二等等座座最最低低5577元元

自自驾驾车车 33小小时时 过过路路费费8800元元＋＋油油费费11000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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