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是什么？谈起保险，国学
大师胡适先生曾说过一段著名的
话：“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
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
做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
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
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
这是真豁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
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
算作现代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
旦夕祸福，更何况生老病死是每个
人不可避免的人生历程，现世安
稳，岁月静好，是很多人的追求，如
何让我们安稳地享受已有的幸福
生活？保险正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当今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保险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是家庭理财的必需品。但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保险的销售中
一些从业人员出现了误导，由人们
对保险的需求变成了对保险的质
疑！有时不禁在想真的是保险不好
吗？还是销售保险的人有问题呢？
从事保险理财工作5年多,一路走来
有欢笑有泪水,有掌声有质疑,有客
户的真心感谢,有客户的不认可和
排斥……然而，我仍然感谢保险理
财这个工作,因为它给千家万户送
去了保障送去了幸福！

记得那是2010年的事，我的一
位客户是一个农民，家里有两个女
儿，大女儿二十多岁，小女儿还上
初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去给
他介绍意外险的时候他满是不认

可，说他不需要保险。经过一次又
一次的拜访讲解，宣导保险的意义
与功用。他在我这里购买了一份意
外保险保额10万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在秋高
气爽的早晨骑着摩托车去上班，途
中与对面极速驶来的大货车相撞，
当时他无处躲闪，从此就再也见不
到他的身影……

处理理赔时领导跟我说这是
一个特殊的家庭，要多用点心，我
在想怎么个特殊呢？带着这样的疑
惑，我拿着这10万元去理赔的时候
才知道，他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
形容，四处破烂不堪，找不着可以
落脚的地，家里有一个八十多岁
的老母亲已经没法下地行动，神
志不清。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在
他家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家里顶

梁柱没了，这个家可怎么过啊？！
当他爱人用她那布满老茧的手接
过那沉甸甸的10万块钱的时候，
噗咚一声跪倒在地：“闺女，太谢
谢 你 了 ！你 这 可 真 是 救 命 的 钱
啊！”从那以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
难我都坚信，越是贫困的家庭越
需要一份保障！不论遇到多大的
阻碍我都要前行！因为这是一种
爱！无私的爱！

保险是后路，在春风得意时
布好局，才能四面楚歌时有条路。

保险能做到：不出事锦上添花,
出了事能雪中送炭！

买保险不能改变生活，而是可
以防止生活被改变！

因为有了保险，我们生活将更
加美好！

(侯玉萍)

险界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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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损

保险“伞”名副其实

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往往出
现在奔赴现场的人群中，而保险
也往往会成为真正的“救命钱”。

2011年7月22日凌晨3:38，山东
一辆大型卧铺客车行驶至京珠高
速时发生火灾，造成41人死亡，另
有6人受伤。本车核定载客35人，出
险时实际载客47人，属于严重超
载。该车辆在太平洋产险山东分
公司投保了车辆及道路客运承运
人责任保险。7月22日早上7:35，太
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接到报案
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由
总公司、山东分公司、河南分公司
18人组成的7 . 22特大交通事故联
合理赔工作组，并于案发当天紧
急赶赴现场进行理赔查勘和协助
救援工作。在事故发生后1个工作

日内预付赔款500万元，并于7月29

日支付第二批预付赔款700万元，
一周内预付赔款总额达1200万元，
该案最终赔付1260万元。预付赔款
的及时到位，有效提高了本次事
故的处理效率，同时也有效缓解
了被保险人的资金压力，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2010年08月21日凌晨4点左
右，山东某水泥集团丹东山水工
源有限公司地区普降暴雨，降雨
量达到了186毫米，百年不遇，被保
险人位于一条河的边缘，河水猛
涨，导致被保险人厂区进水，围墙、
办公楼、宿舍楼成品仓库大面积倒
塌，进水深度已达1 . 5米，厂区人员
在部队协助下及时得到转移，没有
发生人员伤亡。该事故发生后，太平
洋保险山东分公司迅速行动，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和理赔查勘
工作，用最短的时间理算完毕，共
赔付100余万元，并在该事故救援

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专业优
势防止了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在事故中，保险业动作迅速，
有效地发挥了保险在防灾减损方
面的积极性和专业优势，不但提升
了安全生产的风险管理和技术防范
水平，也通过快速赔付全过程增强
了社会、企业和人民的安全生产责
任意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件损
失的进一步扩大，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突发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

发展保险

参与社会风险管理

提升保险参与社会风险管理
的深度和广度，是近期保险发展
的主要目标。行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保险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态
势亟需推动，新形势新变化下保
险业自身需不断完善，大力发展
保险，为保险在社会风险管理中
功能的发挥创造健全的体制和良
好的条件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应该不断提高保险业
自身应对社会风险管理需求的能
力。随着社会风险管理的形势愈
发复杂，难度越来越大，社会群体
对保险的需求不断增强，社会对

保险业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

“打铁还需自身硬”，太平洋
财险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战
略转型，就是积极提高自身能力
满足社会风险管理需求的有效途
径。公司自实施战略转型以来，从
投保到承保、理赔等各个环节都
提出了更高的保障与服务品质。

其次，继续加大对保险业的
宣传，大力提升全社会的风险防
范意识与保险意识，正确疏导社会
对保险业的误解，通过宣传保险业
在经济补偿、救灾减损、安定人民生
活等方面的典型事例，为加快保险
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形
成全社会重视，人文关怀彰显，共同
促进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再次，积极倡导政府对保险
业的支持与推动。积极设计并建
立必要的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和机
制，科学赋予保险业必要的职责，
投入必要的财政资金引导支持经
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保险业，发展
重视挖掘培育并发挥保险的重要
作用。形成政府职能部门的主体
作用与保险业共同参与应对灾难
和风险的整体格局。

此外，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

法规，形成推动保险业发展的国
家法律政策和地方法规体系的基
本框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出台
涉及社会安全稳定，公众利益，第
三方责任的强制性保险法规，建
立巨灾保险制度并有效实施，制
定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土地使
用，人才引进政策。

最后，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
与社会管理，增强城市综合管理
水平。将保险业发展纳入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支持保险
资金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投资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服务创新驱动，积极推进科技
保险发展，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
新提供保障。使保险业与城市的
整体发展与重点建设紧密对接，
提前布局，协调发展。转变城市发
展中应对社会风险管理单一作战
的行为，加强与保险业在城市发
展中的沟通，积极引导保险业参
与城市发展的热情与作用。

随着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保
险功能与作用的不断增强，保险
在社会风险管理中独特的优势不
断凸显，也必然能够为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为人民期待的美好生
活做出更大的贡献。

保险———

身边的朋友

保险就在我们身边
如影似形朝夕伴
从童年到老年
从昨天到明天
勿忘今天细盘算
了解咨询填保单

身体健康有寿险
车辆安全有车险
财产保障有财险
各种保险撑起伞
遮风挡雨一往无前
各种保险扬起帆
生命旅程一路笑脸

改变生活新理念
钞票升值选保险
小康日子如蜜甜

正确引导抓宣传
惠民风吹润心田
售后服务是关键
有承必诺谱新篇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
保险，让美梦更圆满

(梁继志)

4月16日上午，韩国“岁月”号客轮在全罗南道珍岛郡海域发生
沉船事故，150多人遇难。这次沉船事故再次给广大市民敲响警钟：
风险无处不在。痛定思痛，风险的预防固然重要，但是一旦风险发生
后如何减少影响，风险管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得得意意时时布布好好局局 困困苦苦时时有有条条路路

买几个适合自己的保险，使自
己的收益最大化，生活才更美好。
但保险从业人员良莠不齐，什么样
的保险适合自己，选择起来真是不
知道从哪儿下手，我现在真希望保
险公司提高宣传水平，让老百姓真
正认识保险，这样买保险也会感觉
更放心。

1993年前我曾经选择过教育
保险，每年给保险公司交一千多
元的保费，那时候工资低，1000元
是个大数目，保险也是新课题。最
后因为大家“轮番轰炸”，孩子、老

师、保险公司三方都来给我讲买
保险的好处，我最终不太情愿地买
了保险。

为什么不愿意投保这个教育
保险呢？当时觉得投的教育保险有
赌的意图，最终事实证明我这个想
法并不正确。当时看这个教育保险
的条例规定，孩子考上高中和大学
每年有千元奖金，考不上就没有，
本金10年后全返还。当年孩子考高
中分数不理想，为了小孩的前途，
最终我们花了5000元交了赞助费，
终于上了市内当时一家住宿高中。
当时情况十分困难，家里好几年的
储蓄都花完了，同时还要还借款。
当保险公司通知可以领千元奖金
的时候，我十分激动，感觉这简直

就是雪中送炭。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孩子

考上大学后，当时投保的教育保险
开始“结果”了。保险公司给的奖金
能顶一学期的生活费，最高兴的是
孩子大学毕业时，本金全部拿了回
来，还白给了7000元的奖金。算起来
收益率高达30%，特别划算，这是我
在投保保险里挖的第一桶金。

前几年我迷上了爬崂山，特别
喜欢走没人走过的野路子，连着出
了2次险，一次给山友带路，边走边
聊，结果一脚踏空，歪倒的时候，本
能地用手撑地，造成肘上部骨折，
本身痛苦不说，也没有给报销的，
全部自己花钱，这时候我就想到了
买保险的好处。后来儿子知道我喜

欢爬山，特意帮我买了保险——— 户
外活动意外伤害险。结果去年我在
八水河游泳时，脚的大拇指被石缝
别住，跌倒后大拇指骨裂。保险公
司不但给我报销了医疗费，还给了
2万元的赔偿金，我从此真正相信
了保险，并且成为了保险的义务推
销员。逢人就讲买保险的好处，山
友们纷纷购买。很奇怪，购买了保
险后我的保险意识也得到了提高，
爬山的时候十分小心谨慎，再也没
有受过伤。后来听保险专家讲，买
保险是以防万一，我们宁可平平安
安，也不愿意受个伤挣保险钱，我
十分认同，希望以后我们全家永远
不出险。

(白秀芳)

投保故事

从从不不情情愿愿买买保保险险到到义义务务宣宣传传员员

太太平平洋洋产产险险十十大大举举措措惠惠民民生生
坚持“用心承诺，用爱负责” 理赔服务不断升级

多年来，太平洋产险公司秉承
“诚信天下、稳健一生、追求卓越”
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坚持“用心承
诺，用爱负责”的服务理念，不断推
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战略转
型，更深层次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更为真诚、周到的服务。

近年来，太平洋产险先后推出
十大服务举措，使理赔服务不断升
级，备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客户赞

誉。1、3G定损，立等即赔。创新开发
“3G车险移动视频查勘系统”，现场
即可完成查勘定损等工作，真正做
到“立等即赔”。2、催领赔款，上门
服务。报案后超过一个月仍未索赔
的客户，提醒客户办理索赔手续或
领款事宜；超过三个月仍未领款的
客户，发布催领赔款公告，主动上
门收取资料，送交赔款。3、行驶保
障，免费救援。对所有在公司投保
商业车险9座以下的非营运车辆，
客户拨打95500，即可提供无限次
免费救援服务。4、疑难案件，给予
无偿法律援助，解决客户后顾之
忧。5、全国联网，通赔通付。客户可

选择向任一地区95500报案、维修
车辆、提交索赔单证、任一理赔网
点领取赔款。6、标准化查勘，“五个
一”服务。查勘人员见到客户，送一
句贴心问候、递一瓶矿泉水(根据
季节)、撑一把雨伞(根据天气)、赠
一份《随车宝典》、做一次满意度回
访，并以最快速度完成现场查勘。
7、感恩客户，积分有礼。在近三年
的任一年度内，凡在公司购买了商
业车险或商业非车险的个人客户，
均可申请加入“悠享汇”客户俱乐
部，可获赠服务奖励积分，兑换相
应的增值服务。8、网上客服，沟通
无限。公司建立QQ客服、“山东太

平洋产险”微博客服，全方位、多渠
道为客户提供服务。9、增值短信，
体贴关怀。免费向客户提供各类资
讯信息。10、理赔公开，接受监督。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理赔服务监督
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太平洋产险还在济南首
家推出“易审车”服务，在检测线设
立客户车辆“轻松审”VIP快速通
道。创建济南市首家设施、环境、产
品、服务一流的五星级服务门店，
实现标准化、规范化服务。还针对
VIP客户推出了火车站等公共场所
贵宾服务，展现了太平洋保险时刻

“在你身边”的服务特色。

推介之②

保险特色服务

李嘉诚 别人都说我
很富有，拥有很多的财富。
其实，真正属于我个人的
财富是给自己和亲人买了
充足的人寿保险。

比尔·盖茨 到目前
为止，我没有发现有哪一
种方法比购买人寿保险更
能有效地解决企业的医疗
财务问题。

王石 保险，意味着
对家庭的责任。

周润发 一般人是看
到了才相信，而保险是相
信了才能看到！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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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时，钱不值钱。没钱
时，人不值钱。要想让人永
远值钱，就必须趁你现在
有能力的时候，把赚到的
钱拿出一部分来，规划好
不确定的未来。

余秋雨 如果金融保
险人员做得好，等于对中华
文明的推进立下汗马功劳。

名人看保险

太平洋产险济南中支党委书记、总经理 潘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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