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听客户的心声，服务客户的需求”

中中国国人人民民保保险险22001155年年客客户户节节拉拉开开帷帷幕幕
为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经

营理念和服务意识，加强与客户的
互动，倾听客户需求，中国人民保
险倾情打造以“倾听客户的心声，
服务客户的需求”为主题的2015年
客户节。

中国人民保险旗下的旗舰型
企业中国人保财险将面向社会推
出六项主题活动：“多快好省”理赔
服务嘉年华；“I车I自然”人保之友
俱乐部活动；“人保在行动”公益
系列活动；“客户节一起玩‘绿聚
人’吧！”活动；“请进来、走出去”
活动；“十一”黄金周客户自驾游服
务活动。

客户节活动于5月18日正式拉
开帷幕，此次客户节活动将陆续持
续至“十一”黄金周期间。

“多快好省”服务品质持续升级

人保财险在以往推出的理赔

服务基础上，今年继续深入推进
“多快好省”理赔服务。“多”指的是
服务网点多，索赔渠道多，推荐维
修企业多；“快”指的是理赔速度
快：报案快、查勘快、定损快、赔付
快；“好”指的是服务界面好，服务
态度好，维修质量好，响应客户需
求好；“省”指的是让出险客户省
心、省时、省力。今年重点推出人保
客户“互碰快赔”、“微理赔”服务。

7月8日，人保财险还将借助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平台，
在全国开展“多快好省”理赔服务
宣传日活动。

纯自然订制“体验活动”

今年人保财险推出“I车I自然”
人保之友俱乐部活动，将为客户打
造一场纯自然的订制“体验活动”。
人保财险将带客户进入呼伦贝尔大
草原腹地，感受自然之美；为客户组

织那达慕大会，体验蒙古族历史悠
久的传统节日；向客户奉上特色蒙
古美食，感受蒙古人的热情好客。活
动将通过线上征集客户参加，请关
注人保财险微信、微博平台活动。

公益行动再接再厉，给力助学

人保有爱

人保财险秉承“人民保险 服
务人民”的宗旨使命，今年将组织
开展以“人保在行动”为主题的系
列公益活动。携手北京市美疆助
学基金会和西藏分公司，在6·1儿
童节前后，开展“大手牵小手”助
学公益活动，邀请新疆和西藏少
数民族贫困学童到北京学习交
流，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9·1开
学之际，携手客户和分公司员工，
开展“人保财险公益行”活动，前往
贫困地区为当地的贫困学生送去文
体学习用品。

“客户节一起玩‘绿聚人’吧！”

人保财险将开展公益类在线支
付促销活动，每产生一张在线支付的
直通车险订单，即向中国绿色碳汇基
金会(绿色公益组织)捐赠1-2元植树
款，同时邀请客户一起去植树，活动
详情敬请关注人保财险微信微博。

“请进来 走出去”倾听客户

的心声

人保财险全系统将邀请客户
走进人保，听取客户的需求和意见
建议，增进公司与客户的双向互动
了解。同期，组织上门拜访重要法
人客户，增进高层间的共识与互
信，为双方的互利共赢提供实实在
在的服务和支持。

“十一”黄金周客户自驾游服

务活动

人保财险将继续在全国开展
黄金周客户自驾出游服务活动，向
客户提供保险事故快速处理、事故
救援、故障救援、旅游提示、酒店预
订、“人保之友”俱乐部伴客户行、
伤员救助、安全检测、行车导航、洗
车等多项服务。

线上回馈活动惊喜连连

客户节期间，人保财险将借助
微信微博平台，开展线上征集、抽
奖等回馈活动，活动将送出：公益
行出行名额、I车I自然出行名额，
ipad、国家大剧院演出票、客户节
纪念银章、野营帐篷、照片打印
机、车载吸尘器、移动硬盘、电话
卡等实物奖品，客户可关注人保
财险客户节微信、微博参加线上
征集、抽奖等回馈活动(客户节微
信：p i c c n e t k h j；中国人保微信：
Hello_epicc)。

财金播报

5月14日，银监会发布2014年报
称，开展民营银行试点工作，首批5
家民营银行完成批筹，其中4家目前
已获批开业。银监会称，目前只有阿
里系的浙江网商银行尚未获批开业。

近日，网商银行总裁俞胜法表
示，网商银行已经于今年3月底提交
了开业验收报告，现在仍在等待监
管批复，具体开业时间仍不确定。

根据银监会官方网站消息显
示，2014年3月，首批五家民营银行
试点。而腾讯作为主发起人的深圳
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上海
华瑞银行、天津金城银行均已先后
获得银监会批准开业。其中，微众银
行为最早获得开业批准的民营银行，
而温州民商银行则成为首家正式开
门营业的民营银行。

浙江网商银行无疑成为首批5
家试点民营银行中最迟缓的一家。

(金彧)

五家民营银行获批四家

阿里系网商银行仍在等待

监管创新推动

保险改革发展

近日，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
辉指出，中国保险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并有巨大潜力，中国保监会通过
建设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
(简称偿二代)，以监管创新推动中
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

陈文辉谈到，中国保险市场发
展态势良好，潜力巨大。自上世纪70
年代以来，中国保险市场以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发展。2014年，全国
保费收入突破 2 万亿元，增速为
17 . 5%，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行业利润突破
2000亿元，同比增长106%，利润总
额创历史新高；保险业总资产突破
10万亿元。 (上证)

人保孙殿梁获

“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

近日，中国金融工会下发通
报，授予专项业务竞赛活动先进个
人“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中国
人保财险潍坊市分公司高级主管
兼昌邑支公司经理孙殿梁成为中
国人保财险系统三个获此殊荣者
之一。 (赵礼忠 王飞)

自今年3月班组建设工作开展
以来，国网博兴县供电公司采取多
种举措强化员工班组建设学习。开
展“班组大讲堂”，开办“金种子”优秀
班组长公开课，提升班组队伍素质。
举办“找差距、理思路、谈体会、定措
施”大讲堂，理思路，谈体会，制措
施，推动班组建设水平提升。(韩雪)

知识“微传播”

助力青年作为

“越是千变万化的时代，越
要聚焦。赛菲尔会一如既往地坚
持引领黄金进入万足金时代，在
深圳罗湖区政府打造时尚之都
的决心下，赛菲尔珠宝一定能打
造成一个具有国际时尚感的中
国品牌！”

——— 赛菲尔珠宝总经理王卓
在5月14日由中央电视台和

深圳罗湖区政府联合举办的“美
丽中国·古韵新篇”第二届中国
时尚生活产业高峰论坛上，赛菲
尔珠宝总经理王卓在接受中央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撒贝宁专访
时，以绝对自信的姿态表达出赛
菲尔珠宝一定会发展为具有国
际时尚感的中国品牌的最强音，
说出中国时尚产业立志打造“美
丽中国”的产业好声音。

作为中国时尚行业的翘楚、
万足金开创品牌，赛菲尔珠宝董
事长王义善先生、总经理王卓女
士受邀出席在深圳隆重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时尚生活产业高峰
论坛，与来自珠宝、服装、化妆品
等行业企业家代表就品牌塑造

与传播、企业发展战略等话题进
行了深入的沟通和探讨。总经理
王卓女士代表赛菲尔珠宝接受
了中央电视台的独家专访。5月
15日中央电视台二套财经频道
(CCTV-2)《第一时间》栏目率先
播出了央视对她的采访。

在论坛上，赛菲尔珠宝总经
理王卓结合赛菲尔珠宝品牌发
展经验，畅谈了企业品牌塑造战
略，其独到的观点、时尚的表达
给与会嘉宾留下深刻印象，也收
到了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撒
贝宁代表央视发出的深度合作
邀请，总经理王卓亦欣然接受。

联袂央视

共襄万足金时代盛举

在高峰论坛上，中央电视台
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主任何海明
以《央视平台助推时尚中国》为
题，就时尚产业建设发展和品牌
营销方面做了主题演讲，并分享
了广告主企业如何活用、善用央
视资源，打造品牌影响力。

何海明主任的主题演讲也

给赛菲尔珠宝总经理王卓在品
牌发展上给予了更多的思路，面
对随后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的提
问，她表示，一个人、一个品牌如
何能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专
业、专心、专注去做一件事情，越
来越不容易了。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赛菲尔的品牌优势反而很
清晰，就是赛菲尔一心只坚持做
好“万足金”这一品类，不管风云
如何变幻，赛菲尔都会一如既往
地坚持引领着黄金进入“万足
金”时代。

她说，赛菲尔作为一个全国
性的品牌，肯定会一如既往地与
中央电视台(CCTV)建立长期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两年，借
助央视的传播，市场对赛菲尔万
足金的品牌已经有了一个很好
的认知，但才刚刚开始。我们一
定会努力把赛菲尔万足金品牌
做好，真正如我们的品牌宣言一
样，做到“更纯更有价值”。

金光璀璨

万足金婚纱彰显时尚魅力

在珠宝走秀环节，赛菲尔万
足金婚纱及《花开富贵》系列产
品率先震撼亮相，揭开时尚走秀
大幕。

魅力闪耀、光彩照人的赛菲
尔万足金婚纱及赛菲尔万足金

《花开富贵》一经亮相，立刻成为本
届中国时尚生活产业高峰论坛的
关注焦点和绝对主角，大家纷纷
拿起手机和相机，记录下如此时
尚精彩的时刻，彰显出赛菲尔万
足金婚纱独特时尚魅力，绽放出
赛菲尔珠宝的时尚品牌实力。

赛菲尔万足金婚纱汇集了
赛菲尔珠宝一众设计师的心血，
由独创“无焊料焊接”技术精制
而成的含金量高达999 . 9‰的万
足金与婚纱进行完美结合，纯手
工打造。

赛菲尔珠宝在本届中国时
尚生活产业高峰论坛的抢眼表
现，唱响了企业2015年品牌发展的
最强音。相信，赛菲尔定能引领黄
金进入万足金时代，在中国时尚
产业中书写万足金时尚新篇章。

赛菲尔震撼亮相中国时尚生活产业高峰论坛

引领黄金进入万足金时代

中信银行济南首家智慧网点开门纳客
5月18日，中信银行济南分

行在山东打造的首家智慧型网
点——— 燕山支行旗舰店正式开
门纳客。这是中信银行力推零售
转型之后，在服务模式和产品体
验上一次重要的战略性创新。旗
舰网点是中信银行统一网点建
设标准的旗舰，“幸福财富”品牌
的孵化器，客户体验的示范区，
释放产能的试验田，全程贯穿

“好客之道”的建设和经营理念，
全面展示“新理念、新技术、新流
程”，目的在于着力提升客户服
务体验，打造品牌形象、技术应
用、服务水平以及网点产能的旗
舰，为社会提供功能更全、服务
更优、水准更高的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作为总
行旗舰网点项目的执行分行之

一，于2014年开始投入建设，由
此诞生了今天的旗舰店燕山支
行，也称做智慧网点。整个网点
面积约18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
层，按照7大业态18个模块做了
功能分区。一楼营业区分为自助
业务、个人现金柜台以及非现金
柜台、信用卡业务、出国金融业
务、理财业务，以及旗舰店特有
的图书阅览区和AILI西点咖啡
专区等，能为客户办理业务的同
时提供增值的餐饮及文化服务。
支行秉承打造智慧银行的理念，
科技领先，流程简约，一层营业
厅电子设备齐全，WiFi覆盖整个
区域，能为客户带来远程和现场
的良好服务；二楼营业区设有4
个贵宾理财洽谈室以及1个财私
客户洽谈室，分别服务于贵宾客

户和钻石级客户，洽谈室高贵典
雅，服务全面，私密性好。

中信银行济南燕山支行不
仅硬件环境细致考究，特色业务
也十分丰富。支行设有保管箱服
务区，共有保管箱423门，大小六
种箱型，为您的资产保驾护航。
另外，出国金融业务更是特色产
品之一，“要出国 找中信”的品
牌已深入人心，中信银行独家代
理美国使馆业务16年，更与意大
利、新加坡、巴西、南非等多国使
馆直接合作，为客户提供完善的
出国前中后一站式服务，从办理
签证、资信证明、外币服务、留学
贷款、全币种信用卡等多项增值
服务、十大特色产品，玩转出国
金融。

燕山支行团队目前共有20

余人，朝气蓬勃，精神饱满，业务
娴熟，专业制胜，旨在为客户提
供最佳金融服务方案。燕山支
行旗舰店不仅注重环境的雅
致、业务种类的完善，更加注重
通过智能化的系统和专业快捷
的服务，使客户得到更好的服务
体验。

中信银行济南燕山支行的
开业，将为济南市银行业在金融
服务和创新方面注入新的活力、
带来新的理念，智慧网点的产品
和服务将颠覆客户对传统银行
网点的认知，给客户带来更好
的服务和产品、带来更舒适的
客户体验，必将进一步提升中
信银行在济南当地的品牌形
象，引领银行网点转型变革的
浪潮！

股市向好为险资投资带来良好机遇
上市险企将部分浮盈落袋，

同时仍对2015年后续的可操作
空间翘首以盼。据了解，2015年
一季度上市险企借力宏观经济
环境、行业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机
会，在投资收益、保费收入等方
面取得丰收，并相继谋划后续投
资、承保和创新业务的版图。一
方面，在部分兑现浮盈后，上市
险企在降息环境中正面临固定
收益类投资、再投资等多重压
力，对于可能增加的非标资产配
置倾向于谨慎保守；另一方面，
后续权益投资和债券投资均存

在交易性机会的共识已经形成。
与此同时，在商业健康险税

优政策出台和养老产业政策预
期向好的背景下，各家上市险企
正积极备战相关产品，以期尽快
推出专项服务占领市场。

在披露年报和一季报之后，
业绩取得增长的各上市保险公
司正在布局2015年后三季度的
投资棋局，多位管理层人士表
示，对完成年内的投资收益目标
信心充足。在他们眼中，这与资
本市场向好表现和保险资金运
用政策的放开和推进均有关系。

最为明显的是权益类投资
的浮盈增加。一季报披露的各家
险企投资收益率表现均引发市
场关注。数据显示，四家上市险
企此大类资产配置比例均较以
往有明显上升。新华保险相关人
士透露，公司一季度的权益类投
资新增净投放约为1%，股票和基
金的投资占比合计超过11%，并选
择合适的时机兑现部分浮盈。

“牛市中浮盈增加，主动因
素和被动因素并存，配置比例的
中枢因此上移。”中国人寿相关
人士表示，股市向好为险资投资

带来良好机遇，险企也愿意寻找
合适的机会开展财务投资获取收
益，浮盈的兑现也在情理之中。

固定收益类投资的调整则
为多家险企所重视。前述负责人
表示，在降息环境下，此类资产
配置存在一定压力，新增协议存
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都不是很
理想。但总体而言，固定收益类
投资，特别是债券投资仍存在机
遇，未来会考虑加大金融债、企
业债的规模，适度加大相应的信
用风险敞口，并更加注重债券市
场的交易性机会。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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