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约审车、微信报案、全国范围内故障车辆免费救援

济济南南人人保保财财险险““特特色色服服务务””享享誉誉泉泉城城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真正接
触保险也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而已，
在这三个月里，我目睹着一幕幕动
人的故事在身边上演，也见证过矛
盾纠结的爆发；体验过加班加点的
辛劳，也品味过团体带来的温馨感
动……突然发现，有这么一群人，
靠近他就会感到温暖；有这么一群
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来到这里，源于梦想。
面对毕业实习，我毫不犹豫地

选择来到中国人保理赔中心。之所
以义无反顾地选择从事这一工作
是因为梦想的指引。

在我有限的知识和认知中，保
险有其独特的社会意义。如马云所

说：“保险是后路，在春风得意时布
好局，才能在四面楚歌时有条路。”
它使人们有了老有所养，幼有所
护，病有所医的保障；让身处绝境
的人不失希望，给孤独受伤的心灵
以慰藉。它巨大的光环吸引着我加
入其中。

爱上这里，源于了解。
保险的意义在于应对未知的

风险，而风险发生的几率总是很
小，所以并不是所有购买保险的人
都能体验到保险所带来的保障。
而且保险在赔付时一系列的条款
规定，使很多存有“既然购买了保
险，出险后保险公司就应该无条
件赔付”想法的人感到遭受欺骗。
这都使得人们对保险这一行业产
生了很大的偏见。

保险所面临的不被理解的窘
境，使初入社会的我不仅要学习

适应新环境还要面对家长的反
对、身边朋友的不解以及来自社
会各界的异样眼光。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了解的加深，我从心底里
爱上了这份工作，爱上了这里的
同事。“记得称赞一下在前端发展
业务的同事，记得感谢一下在后
方默默提供支持的同事。”彼此鼓
励、良好合作，这就是中国人保内
部员工的相处之道，这就是很多
人不了解的保险公司的内部环
境。

奔波在前端的展业人员，明
知道可能会被拒绝，仍不厌其烦
的讲解，始终保持和善的表情；车
险查勘员——— 寂寞的城市巡航
者，穿越重重车流，历尽千辛到达
事故现场，面对客户长时间等待
的抱怨，心中酸涩却始终把客户
的安危放在首位。

其实我们每个人并不是真正
公正客观的，我们总是习惯于把
自己的感受无限放大，总是喜欢
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
就像带上了有色眼镜，也失去了
本真的认知。所以，很少有人会注
意到，当重大灾害发生时，第一时
间赶到的除了救援人员和政府机
关还有保险公司；更多人忽略了，
保险员跋山涉水、加班加点，是工
作也是情感的付出，不奢求回馈，
只求理解与信任。

保险是老有所养，幼有所护，
病有所医的保障，保险从业者是
点亮希望的使者，当黑暗中呼啸而
来的查勘车照亮回家的路途，当灾
后工作人员送上关切的问候，只要
怀一份感恩之心，就会发现保险，
让生活更加美好。

（人保财济南分公司 李婷）

有有一一群群人人，，不不是是亲亲人人胜胜似似亲亲人人

从业故事

当人的寿命迈向百岁成为可
能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颐养天年
时，我们凭借什么可以从容不迫地
度过幸福的晚年！

当重大疾病可能威胁着我们
和家人的健康时，我们应该问问自
己：我们和家人的健康将凭借什么
去得到保障！

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负担起
一家之主的重担时，我们应该问问
自己，漫长人生旅途的风险我们靠
什么去化解！

当儿女的教育经费日益上涨
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面对儿女的锦
绣前程，我们拿什么提供最好的教育？

保险是世间许多小爱集成大
爱，因为有了保险才让这份爱绵延
不绝，亘古长存，因为有了保险，生
活才能更美好。保险就像家里准备
着的伞一样，宁可终身不用，不可
一日无“保险”。保险是用少许的
钱，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在风
雨后为家人撑起一把伞。

买保险不能改变生活，而是防
止生活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之所以
美好，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在这
没有返程的单向旅途中，存在了太
多的未知和不确定。人生就像一片

汪洋大海，隐藏着无数风险，风平
浪静时许多人仅仅注重金钱的收
益，而忽视了风险的存在，波涛汹
涌时，只能毁于没有应急的安排。
在生死面前我们的概率都是50%，
安心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侥幸。在
一切意外与不幸面前，是我们一个
个保险人在努力为大家撑起一片
幸福。在万事如转烛的无常命运
中，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落井
下石易，狂流引渡难。现在的我，因
为从事这样一份雪中送炭、无私非
凡的工作而感到自豪。

入司时吟唱的司歌时刻在耳
边萦绕，“诚信和笑容是我们的名
片，豪情和荣光在我们的心间，我

们的事业是人民保险，为百业兴旺
为万家平安。再大的风雨，为你承
担，真情为社会送去温暖，人生平
凡，我们事业非凡，路在脚下永远
向前。”即使不能得到所有人的尊
重，我们依然心怀自豪与荣光。当客
户遭遇风险时，有我们保险人为您
分担。无论奔赴现场的风雨无阻，还
是售前产品的耐心讲解，当我们递
出救助与微笑时，可否请您给予保
险事业更多的耐心和尊重，只有消
除有色眼镜，您才能真正理解保险
事业，才能让保险走入万家，带去贴
心与保障，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人保财济南分公司 赵曼）

因因了了这这份份雪雪中中送送炭炭的的工工作作而而自自豪豪

(男) 说保险来赞保险
请君听俺用心谈
当下生活不可少
拥有保障心坦然

(女) 自古久病无孝子
四季奔波顾自边
如今养儿难防老
因病致困家不安

(男) 少壮为老做准备
胜似儿女守床前
健康趁早快投保
以防大病来纠缠

(女) 意外保费一百元
关键身价几十万
附加住院不能丢
几十元能换一千

(男) 社会养老固然好
再加商保两周全
多投快保早生效
减灾免税保康安

(合) 交通强险不能缺
车水马龙心胆寒
家庭财产多年累
防患未然重泰山

(男) 养儿育女用钱广
光宗耀祖成栋才
事先为子规划好
北大清华来招贤

(女) 风险投资要谨慎
老本难保最伤感
资金投放保箱里
累积生息稳赚钱

(男) 风险无处不存在
没有保险特遗憾
世上没有后悔药
咬牙跺脚度日艰

(女) 忧患意识牢牢记
居安思危埋心间
保单虽为普通纸
用急顶起坍塌天

(男) 保险确是不了情
保险并非迟到爱
保险乃是救生衣
保险更像避风湾

(女) 要问责任是什么
专业条款讲明白
假若此情打动你
诚邀代理仔细谈

(男) 寿险伙伴展业忙
谦爱守法记心田
攻坚克难有依靠
荒漠甘泉雪送炭

(女) 惟愿高堂齐天寿
客户利益比地宽
人民保险保人民
恩泽八方功无边

(男) 好人好报真善美
家族兴旺富贵牵
神采飞扬每一刻
平安快乐每一天

(女) 人无远虑必近忧
家家投保代代传
和谐社会有保障
大千祥和爱相连

(合) 同仁戮力共宣导
能量给力赞不完
民富国强谁能敌
太平盛世养天年
民富国强中国梦
中华民族万万年！
谨以此快板献给热爱生

命，追求高尚生活品质的人
们及保险人。

(于希湖)

保险礼赞
(山东快板)

险界拾贝

保保险险业业的的进进步步 我我们们一一起起感感受受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大型征文正式启动

今天，由山东保监局指导、济
南市保险行业协会与齐鲁晚报联
合主办，齐鲁晚报全媒体中心协办
的“‘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大型征
文活动”正式启动。

据悉，本次征文活动以宣传保
险知识，弘扬保险理念和积极向上
的人文精神为出发点，通过齐鲁晚
报、齐鲁晚报网、齐鲁晚报微博、微
信等平台向全社会各行业邀约征
文。截至4月20日，收到活动征文
200多篇，稿子形式多样，取材角度
新颖，其中不乏佳品。据记者了解，
本次征文活动，投稿人来自各行各
业，五湖四海。从大学老师到小学
生，从投保保险的普通市民到保险

行业从业者，从政府官员到媒体从
业者，甚至不少来自黑龙江、河南、
吉林、江苏等外省读者的投稿。

据本次征文活动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专家的评选后，将评出一
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六
名，优秀奖若干名，获奖者最高可
获得价值万元的奖励，以及济南市
行业协会与齐鲁晚报共同颁发的
获奖证书及奖杯。

“保险发展了这么些年，不断地
在自我完善。目前，转型已经获得了
阶段性成功，在治理销售误导和理赔
难问题上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济南
市保险行业协会会长郭建中表示，

“但是，目前社会各阶层对保险的理

解和认识多数停留在表面，并没有进
行深层的了解。对保险的功能、作用
和价值更是知之甚少。我们希望通过
举办这次征文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
保险，提高风险意识，将保险作为个
人、企业保障的首要选择，真正感受
到‘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近年来，山东保险业迅速转变
观念，从“以保费论英雄”到“拼服
务”，保险业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
强烈反响。从“车险理赔难”到多家
公司承诺“5000元之内保险理赔一
日到账”，再到部分公司理赔达到

“三分钟到账”；从“寿险销售误导”
到“建立治理销售误导的长效机
制”，再到部分公司对代理人考核

中，对销售误导的“零容忍”、“一票
否决”；从保险公司服务的中规中
矩，到现在保险公司“夏天送伞送
水”、“冬天送暖手宝”花样繁多的
人性化服务，乃至部分公司与时俱
进的“帮代驾”服务。保险公司从营
销到管理再到服务的进步，让很多
消费者都有所感受。

山东保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就是希望那些感受到、体
验到保险业不断进步的人们，能够
发出他们的声音，写出他们的感
受。“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那些感
觉到‘保险，让生活更美好’的人能
用文字大声喊出来，为保险喝彩。”

(财金记者 季静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济南
人保财险)，作为目前济南市场最
大的非寿险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
竞争，济南人保始终坚持市场规模
扩张与服务能力提升相适应的发
展理念，不盲目追求市场规模扩
张，而是致力于建设便捷高效、品
质卓越的服务能力，集中公司的整
体资源优势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最
细致的服务，以服务挖掘潜在市
场，构建济南市分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制定了以“打造业内第一服务
品牌，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为
主题的大服务战略，并配套出台了
一系列新的服务举措，把管理与服
务作为公司发展的强劲脉搏，充分
发挥公司在济南保险市场的主渠
道作用，把公司办成全社会长久信
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将PICC打造
成济南保险市场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提升服务能力方面公司继续

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与创新，推出
“标准化、制度化、优质化、差异化、超
值化、特色化、社会化”的服务。

保险服务

更快速更便捷

济南人保财险在全市设立了
16家出单分中心和6家社区保险服
务站，经营网点遍布全市各区县，
实现了同城通保，广大市民可以通
过拨打4001234567和登录官方网
站直接投保，完全能够足不出户办
保险。

用科技提升

理赔服务品质

在业内率先打造远见综合服
务平台，通过实时远程传输视频、
音频和图片资料，实现“无纸化理
赔”，真正做到了从现场查勘到赔
款的无缝链接。如：万元以下案件1
小时通知赔付；小额案件并案处
理、免维修发票、全国范围内故障
车辆免费救援服务，包括拖车、送

油、充电、更换轮胎、轮胎充气等温
馨服务；速递理赔服务，客户将索赔
资料准备好后，只需拨打服务电话，
公司将安排专人上门免费收取。此
外，与时俱进，相继推出手机自助理
赔、微博报案、微信报案、彩信提供
索赔单证等一系列特色服务。

建立标准化

增值服务体系

加强“人保之友”客户服务俱
乐部建设，为客户打造集保险、车
辆保养、增值活动、日常交流为一
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结合当下微信
公众号的推出，济南人保把握机会
适时创建了“济南人保财险”官方
微 信 公 共 平 台 ，官 方 微 信 号

“jinanpicc”；挖掘客户需求，把解决
审车难作为公司服务的切入点，与
政务审车中心合作开辟了两条人
保客户审车专线，客户只需拨打
95518或关注“济南人保财险”微信
公共平台即可进行车辆年审预约；
打造全方位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
代步车、酒后代驾、自驾游等各种

服务优惠。

构建完善的

农村保险服务网络

在农业保险长期亏损经营的
情况下，济南人保坚决响应中央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积极服务三农事
业，着力构建三农保险基层服务体
系，并将此列为公司战略发展的

“一号工程”。把农村网点打造成传
递服务的纽带。截至目前，共建成
农村营销服务部19个，三农保险服
务站27个，三农保险服务点2722
个，基本覆盖了全市乡镇。创新推
出适合农村市场“简单明了、方便
实惠”的便民举措，做好就地承保、
协助理赔工作，切实将服务送到老
百姓的田间炕头。去年我市多地连
续遭遇风灾、雹灾、暴雨等突发自
然灾害，济南人保充分发挥“三农”
保险服务网点的作用，将6000余万
元的赔款及时送到了农户们的手
中，帮助农户迅速恢复生产，让老
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保险公司的
服务保障就在他们的身边。

推介之①

保险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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