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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王亚
男 ) 近日，淄博保险协会媒体
通气会召开，会上通报了淄博市
2014年保险业的发展情况，并对
2015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保险协会会长项海涛介绍，
2014年，全市保险业务继续保持
平稳发展。截止到上年末，淄博
保险市场共有54家市级机构，全
市保险从业人员近25000人。全
年实现保费收入85 . 49亿元，同
比增长13 . 19%。产险业务保费收
入31 . 55亿元，同比增长14 . 56%；
寿险业务保费收入53 . 94亿元，
同比增长12 . 41%；全省十六地市
(不含青岛)，淄博市保费规模位
居第六，财产险盈利能力全省第
一。保险业全年为全市单位和个
人提供风险保障37536 . 75亿元。
其中，机动车辆保险131 . 2 5万
件；农业保险5908件，为350余万
亩农作物，提供风险保障26 . 85

亿元；全市保险业实现税收9 . 01

亿元，同比增长24 . 50%。2014年

保 险 深 度 2 . 1 2 % ，保 险 密 度
1978 . 94元。成立反保险欺诈工
作站。协会与淄博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相互配合，并成立了淄博市
反保险欺诈工作站，加强公安机
关与保险业的互动配合，构建预
防和打击保险欺诈违法犯罪长
效机制。

项海涛介绍，2015年，协会
仍将把保险业稳定和发展摆在
首位，把维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作
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把提高
服务水平作为重要工作目标。持
续推进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
销售误导治理工作，切实维护消
费者利益，树立保险业良好的社
会形象；通过建立行业服务质量
标准，公示结案周期，推进科技
创新、加强对员工的业务和素质
教育等措施提高服务水平。同时
完善信访投诉和保险纠纷调处
机制，明确责任，内外结合，化解
矛盾；通过建立和完善保险诉调
对接制度、加强与法院、仲裁等

部门的联系，切实做好保护消费
者的权益。继续推进机动车轻微
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工作，提
高道路通行能力、提升保险理赔
服务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的业态
发展环境，在目前已经启动开展

的商业保险定点医院、保险仲裁
委员会、反保险欺诈工作站的基
础上，继续凝聚行业合力，积极
与物价、司法等部门沟通，尝试
改善诉讼、定价、评残等领域的
司法环境。

186件

今年协会各部门共接收、
接待各类投诉、情况反映等186

件，约见49人次；其中，处理人
民来信5件；人民来访15批人
次；处理电话投诉166件。

1720万元

全年通过保险仲裁调解中
心仲裁的案件达到150件，争议额
1720万元，很好的维护了保险消
费者的权益。另外，淄博仲裁委
每年受理交通事故仲裁近4000

件，协会与仲裁委建立了联席会
议制度，对涉及金额和影响较大
案件及时沟通，组织保险业内仲
裁员会审；在制定《机动车轻微
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时
充分听取公司意见和建议，最大

限度的维护了行业利益。

34家

目前，全市商业保险定点
医院34家，区域分布合理，保险
公司与定点医院沟通交流机制
逐步完善，保险公司、定点医
院、被保险人的利益得到保证，
有力的推动了全市商业保险和
定点医院的健康发展。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辛伟晶) 春节，浓
浓的节日，厚厚的节日，回归乡
愁的节日，带着太多情感的节
日。同样，春节，也成为商家竞相
竞争的节日，销售大荟萃的节
日。山东新华保险在这个别样节
日的别样营销，同样成为一抹靓
丽景色。

个险营销渠道之玩赚春节
和春满亲情。2月份截至目前，个
险渠道已实现规模承保保费3608

万元，达成率120%；价值保费承
保2475万元，达成率123%，其中12

家中支规模价值承保双达成。围
绕春节，该渠道开展了“斗地主”
和“寻找漂亮妈妈”两大活动，引
起社会强烈反响。自2月份，各机
构全面开展“春满新华，寻找漂
亮妈妈”大型招募活动，共征订
178700份活动单页，在社会各界
中反响热烈，漂亮妈妈应征不
断。为了回馈广大客户支持，与
山东电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步
步为赢》斗地主大赛，选拔新华
客户中最顶尖的斗地主高手，参
加体育频道播出的《步步为赢》
电视节目。截至2月25日，《步步为
赢》斗地主活动参与人为5367人，
累计召开活动1827场，参与客户
16899人。

淄淄博博去去年年实实现现保保费费收收入入8855..4499亿亿元元
项海涛：今年重点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治理

数字2014

将“假日营销”

变成“营销假日”

3月 5日是学习雷锋日。
为大力发扬雷锋精神，担当
社会责任，展现金融机构良
好形象，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团 委 联 合 该 行 辖 属 临 淄 支
行 、淄 川 支 行 、市 行 营 业 部
等，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开
展了“学雷锋精神 宣传金
融知识”活动。

中国银行的青年志愿者
通过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解
答市民疑问等方式，对群众
关心的利率变动、假币辨别
技巧、出国留学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解答，赢得了群众的
广 泛 赞 誉 。同 时 ，该 行 还 为
过往市民发放了家庭记账簿
等，吸引了广大市民驻足咨
询。

本报通讯员 吴孝坤
摄影报道

中行淄博分行

学学习习雷雷锋锋精精神神 宣宣传传金金融融知知识识

近年来，针对智能手机普及
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
移动支付需求，中国工商银行加
快了自有快捷支付产品“工银e支
付”的推广应用。截至2014年末，全
行“工银e支付”用户数量已超过
4000万户，年交易金额达到约550亿
元，同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了8

倍。淄博分行2014年末“工银e支付”
用户已超过18万户。

工银e支付是中国工商银行
为满足客户的小额快捷支付需

求而推出的一款快捷支付产品。
该产品在PC、手机端均可使用，
客户通过“手机号码+银行账号
后6位(账号别名)+动态密码”的
方式进行身份验证，即可完成小
额电子支付交易，较好地兼顾了
客户支付安全与便捷的需要。

据了解，与第三方支付公司
推出的快捷支付产品相比，工商
银行“工银e支付”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快。“工银e

支付”可以支持每秒钟1120万笔

的并发交易，系统处理时间仅为
0 . 123毫秒，可以帮助客户第一时
间完成各种秒杀和抢购。二是安
全。客户在支付过程中除输入短
信验证码外，还要输入银行账号
后6位(或账号别名)，可以有效防
止客户手机丢失或者信息被窃
取可能导致的冒用风险。同时，
工行还为客户提供了余额变动
提醒服务，方便客户实时了解账
户资金变动情况。二是所有交易
均在银行端进行，有效避免了转

接第三方交易平台可能产生的
客户信息泄露、资金被盗风险。
由于“工银e支付”注册验证客户
信息在银行端，较第三方支付快
捷支付更为安全，可以有效地保
障客户信息与资金安全。此外，
客户在开通“工银e支付”的账户
后，还可以开通余额变动提醒功
能，为账户安全增加多重保障。
三是通用性强。对于在淘宝、天
猫、京东、唯品会、亚马逊等众多
电商平台挑选商品的网购一族

而言，注册“工银e支付”以后就
可以全网通用，不必每个网站都
注册1个支付钱包。四个应用场
景多样。目前，“工银e支付”的使
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所有与工行
直接开通网络支付、或者通过主
要第三方平台开通网络支付的
商户，都支持个人客户使用“工
银e支付”完成订单交易。同时，
客户在国航等航空网站购买机
票、12306网站购买火车票等，也
可使用“工银e支付”轻松付款。

工工商商银银行行““支支付付神神器器””客客户户数数超超44000000万万

近日，中国银行荣获“2014

年度最受投资者尊重的上市公
司百强奖”，在百强榜单中排名
第三。“2014年度最受投资者尊
重的上市公司百强奖”评选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中国上市
公司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国
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
共同举办。

近年来，中国银行积极践
行“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
行”的战略目标，主动回报投资
者，现金分红比例高于市场平
均水平。同时，中国银行不断健
全投资者保护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权益保护制度，完善门户网
站投资者关系内容，积极通过
投资者热线、电子邮件、“上证e

互动”网络平台等多种沟通渠
道，及时、全面回复投资者疑
问。本次荣获“2014年度最受投
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百强奖”
充分说明了资本市场对中国银
行整体经营业绩及投资者保护
工作的高度认可。

中行获“最受投资者

尊重的上市公司百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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