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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信任，所以托付；一键保险，今生相伴。一键保险，细心呵护，在这个盛夏的七月，与你邂逅，学你、懂你、靠近近你，从此，形影不离，有你相伴，幸福永远！
7月8日，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2015年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正值“新国十条”颁布一周年，今年的“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在“保险让生活更美好”的大主题下，将重点突出年度主题“一键保险，呵护无限”，推动全行行业开展宣传活动，全面营造

形成全社会“学保险、懂保险、用保险”的浓厚氛围。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自2013年正式启动以来，在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已成为保险业普及保险知识、倾听公众心声、提升服务品质、塑造行业形象象的重要载体。“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仅是保险人之歌，更成为整个保险行业的美好愿景。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期间，菏泽保险业将围绕“一键保险，呵护无限”的年度主题，推出“一键保险”保险公众综合服服务平台，通过“一键保险”PC端和手机APP的推出和普及，提升保险服务公众能力，从而真正实现“一键保险，呵护无限”。组织开

展一系列以保险为主的公众宣传活动，希望通过今年一系列的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加深保险行业和社会各界对保险让让生活更美好文化建设的理解，倡导全社会了解保险、关注保险，推动全社会形成“学保险、懂保险、用保险”的新新格局。

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也就是业界所
称的“新国十条”；今年4月，山
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实施也
发布了《关于贯彻国发[2014]29

号文件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
业的意见》，即“省六条”。

两个文件重新定位了现代
保险业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
提出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明确
宏伟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保
险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山东保
险业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
机，保险业的发展步入了快车
道。

今年6月，“一键工程”(中
国保险万事通)建设筹备会在
北京召开。“一键工程”通过整
合行业资源，致力于打造国内
保险行业产品展示最齐全、销
售咨询最权威、理赔投诉最便
捷、服务评价最公平的公益性
移动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技
术和大数据分析，努力构建无
处不在、方便快捷、简单智能的
行业综合公益服务平台。平台
建设关系到行业综合服务能力
的建设，关系到各公司长远发
展，关系到消费者权益的有效
保护。“一键工程”(中国保险万
事通)，体现了保险行业与时俱
进，破除传统保险观念，坚持用
户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

坚持用户至上、体验为王、服务
先导的价值理念，为营造全社
会“重用户、重服务、重体验”的
保险服务氛围，开创保险服务
新时代提供了有力途径！

作为第3年全国保险公众
宣传日的主题，“一键保险，呵
护无限”无疑是对保险行业在
投保、理赔、服务等方面的效
率提速作出了更高的要求。此
外，今年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还将着重推出“一键保险”保
险公众综合服务平台，通过

“ 一 键 保 险 ”P C 端 和 手 机
APP，提升保险的服务公众能
力。并且借助手机APP开展

“我为保险代言”活动，提升保
险从业者形象，扩大行业影响
范围，进一步推进保险市场可
持续发展。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是属于保险业的日子，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保险知识得到
进一步普及，保险行业的形象
得到重新塑造，保险教育得到
了加强，公众的心声得到了倾
诉，保险的服务品质得到了很
大的提升。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是保险业向外宣传的一扇窗
户，透过它，社会公众将更好认
识、理解保险业的功能和作用；
透过它，保险业将重新审视自
己的职责，勇担责任，传递爱的
正能量。

提升保险服务公众能力

幸福是多维度的，既关乎每个
人的小感受，也关乎国家的大发
展。但个人的幸福离不开养老、医
疗、健康等所建立的保障体系，而
保险正是为人们的幸福提供了这
样的保障。

今年以来，在山东保监局、菏
泽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省协会的指导下，菏泽市保险业认
真贯彻落实全省监管工作会议精
神和全省保险行业协会工作会议
精神，各保险机构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不
断强化服务意识，努力提高服务水
平，全面开展治理车险理赔难和寿

险销售误导工作，保险市场秩序逐
步好转，业务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6月，菏泽保险行业协会
组织全市产险公司在菏泽苏宁广
场开展食品安全责任险宣传活动。
今年7月，菏泽太平财险中心支公
司组织公司人员，顶着炎炎烈日，
走上街头，为广大来往市民，详细
的讲解保险的重要性，并散发“保
险的重要性”等彩页。为了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平安财险菏泽中支7

月2日召开募捐特别晨会，开展“慈
心一日捐”活动。

中国人寿推出的‘e宝账’是
专门服务客户的工具 (包含网页

版及手机APP两个版本)，面向客
户提供全自助式寿险保单电子服
务化功能。通过‘e宝账’客户可以
自助办理变更、交费、领款等保全
业务,通过自助式办理，方便快捷，
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坐享保单
服务，免除了客户到柜面办理业
务的奔波之苦。2014年，菏泽人保
财险公司仅政策性小麦承保近
200万亩 ,承担风险7 . 5亿余元；在
保险期限内公司共接到政策性小
麦各类报案1287起，报损金额550

万元。针对灾害事故造成农民群
众的经济损失,该公司结合农业部
门已完成前期现场查勘、损失确

定工作，7月底将基本完成理赔工
作，将理赔款支付到受灾农户手
中。

牡丹是菏泽经济发展的特色
产业，菏泽在推出首个油用牡丹
种植保险的基础上，加大保险服
务领域拓展，菏泽人保、平安财险
开办了大蒜价格指数保险、中华、
长安财险开展了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随着山东蔬菜目标价格保险
保费补贴政策的落实，“三农”保
险服务领域将进一步拓宽，为地
方特色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风险
保障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目前，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

中心支公司承保鄄城、巨野小麦
保险覆盖了1126个村、21万户，提
供风险保障3 . 2亿元。2015年4月份
起，该中心支司承保区域陆续遭
受了风险，经过现场查勘、定损最
后确认出险604个村庄，涉及农户
约3万余额户，赔款支出约450万
元左右，预计赔款在7月20号前陆
续支付到受灾农户“一卡通”账
户。

建设一个幸福城市，不仅是每
个市民的期盼，也是保业行业的目
标。当每个人都学习保险、懂得保
险、运用保险，这份幸福就会变得
深沉而持久。

一一个个人人，，因因你你而而幸幸福福 一一座座城城，，因因你你而而安安稳稳
————构筑民生保障网，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菏泽保险业用实际行动服务菏泽百姓

“新国十条”及省政府9号文件的发布，给保险业改革发展带来了最大的政策红利，但同时也给人

们的养老、医疗、健康上了一道民生保障的安全阀。

截止2015年5月底，全市共有保险公司市级分(中支)公司39家(其中财险公司20家，寿险公司19家，

在筹1家)，各县区分支机构、乡镇网点达到380余家。中心支公司(三级机构)增加6家(含在筹建)，保险从

业人员达到2 . 84万。今年1-5月份，菏泽实现保费46 . 2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收10 . 73亿元，已完成年度

计划的54 . 69%，保费规模据全省第七位。

菏泽大病医保为菏泽百姓撑
起一片晴天；银龄安康保险让老年
人老有所依。

菏泽为了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山东省正
式启动新农合大病医保以来，菏泽
卫生局和中国人寿菏泽公司联手合
作，积极行动，其“新农合大病保险”
工作，在菏泽“最佳实事”评选活动
中，位列60件实事的第1名。2014年，

中国人寿菏泽分公司结合菏泽市人
社局为全市范围内7807129人提供了
大病医疗保险保障，已对90879人给
予理赔，支付保险赔偿金14080 . 72万
元；为370000老年人提供了意外风险
保障，已对2283人给予理赔，支付保
险赔偿金385万元；为221723人提供
了计划生育保险，已对1040人给予
理赔，支付保险赔偿金90万元。

2014年，菏泽人保财险公司进

一步加大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力度，
承保医疗机构达30家，承担赔偿限
额4500万元，全年支付各类医疗责
任事故经济补偿315万元，有效减
轻了医疗机构经济负担，成为医疗
部门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助手。

中国人寿菏泽分公司积极探
索“大保障、大健康、大发展”服务
模式。该公司将立足于服务民生、
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更好地融入

菏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为百姓提
供更高质量的保险保障。2015年，
菏泽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将严格执
行全省统一政策，促进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的协同互
补，切实减轻患重特大疾病参保人
员的医疗费用负担。一个医疗年度
内，菏泽居民大病保险每人最高给
予30万元的补偿。

菏泽市老龄办和国寿公司联

合开办的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
银龄安康保险初步探索出了一条
政府引导、公司承办、市场运作、老
人受益的养老保险创新发展之路。
2014年，菏泽为370000位老年人提
供了意外风险保障，已对2283人给
予理赔，支付保险赔偿金385万元；
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菏泽寿险
保费收入累计38 . 21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收9 . 40亿元。

感受幸福的温度·看病有保障，老人有依靠

加快“三农”保险创新，推动责
任保险加快发展。构筑与完善了农
村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实现
了全市社会治安水平地的整体提
升,让人民群众更安全,社会更和谐
稳定。今年6月，山东省成为商业车
险费率改革的试点城市，在菏泽，
车险也一度成为拉动业务增长的
主要动力。

省政府【2015】9号文件既充分
贯彻了国发【2014】29号文件有关
精神，又紧密结合了山东经济社会
和保险业发展实际，其中，最重要

的特点之一就是涉及领域广，单从
涉及的领域来看就包括了养老健
康、灾害救助、环境污染、食品安
全、安全生产、特种设备、农业、文
化、科技、小微企业的几十个行业
和领域，明确提及的保险险种有60

多个。
今年，山东保监局积极拓展

“三农”保险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完
善农业保险制度，积极争取省级财
政政策支持，探索建立农业保险经
营考核评价办法。加快推进农业保
险“扩面、增品”，推动农险产品升

级提质。加大力度发展地方特色农
产品种植、水产养殖等保险业务，
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
工具以及农民短期意外伤害保险
等涉农保险业务的开展，开发农产
品目标价格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
新型险种和抵质押贷款业务。今年
以来，菏泽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业
保险提标扩面，以油用牡丹为代表
的特色种植、价格指数保险等特色
险种不断推进，安全生产、食品安
全等责任险不断拓展。

2014年，菏泽保险业为当地经

济社会提供风险保障共计8616 . 33

亿元，赔款与给付15 . 93亿元。菏泽
保险业在全市范围内为794794农
户承保小麦4145885亩，已对71691

户183233亩的受灾小麦支付保险
赔偿金1178万元；为520303农户承
保玉米2 7 5 4 2 5 1亩，已对32338户
96263亩的受灾玉米支付保险赔偿
金728万元；为20233农户承保棉花
136061亩，已对1388户3298亩的受
灾棉花支付保险赔偿金。

2014年，全市责任保险保费收
入2133万元，提供风险保障298 . 52

亿元。
2014年当年，全市有六县二区

和市直共计92家各级医院向人保
财险、太平洋财险公司投保医疗责
任险，缴纳保险费936万元。公司为
投保医院处理各类医患纠纷126

件，支付赔款1064 . 31万元。赔付率
高达113 . 6%。菏泽保险业为全市范
围内429185人提供治安责任保险
保障，已对1163人支付保险赔偿金
132万元。2014年，车险保费收入
6 . 77亿元，同比增长16 . 48%，在产险
业务中占比达84 . 54%。

体会幸福的厚度·遭遇自然灾害、意外有救助

保障幸福的力度·各驻菏保险公司不遗余力

文/片 本报记者 秦广英

为做好2015年保险公众宣传日的相关宣传活动，提升保险行业社会认知度和美誉度，7月6日，菏泽人保财险
公司组织客户服务中心相关业务骨干、部分业务精英等来到牡丹嘉园小区，开展保险宣传进社区活动。

本次进社区宣传活动以“应对风险，你做对了吗？”为主题。活动现场，公司向社区群众散发宣传手册，普及保
险知识，宣传各项保险产品和服务举措，深入了解消费者的保险需求，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关切的问题，积极倾听
大众心声，让老百姓放心、安心买保险。

菏泽人保财险公司

组织开展“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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