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本报发起了“山东百姓
口碑保险服务质量调查”活动，活
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
读者通过电话、来信方式，甚至有
的读者通过添加公众微信号，通过
微信方式将自己的投保经历和感
受写出来。迄今为止，本次活动投
票数量已超6000人次，百姓服务热
线近300通电话。

在不少读者感叹保险业发展
日新月异，服务水平更加完善的
同时，也有个别读者遭遇了销售
误导等保险痼疾。为此，本报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一定要擦亮
眼睛，不要轻易相信“高收益”等
说法，此外也希望通过读者的建
议，倒逼保险公司改进服务，提升
保险行业服务水平。

保险投资收益高于存款？

这事不可信

近日，有读者致电本报百姓

服 务 热 线 0 5 3 1 - 8 5 1 9 6 3 1 8 /
85196145，诉说他们遭遇了存款变
保险的怪事儿。

张大爷今年74岁了，2011年1
月4日，他在某银行营业点准备办
理存款手续，5万元存5年定期。
因为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买某保
险公司的新**两全保险收益比存
款高一倍，张大爷也没有怀疑就
办理了投保手续。今年1月，该险
种到期，张大爷的亲属去取钱时
发现卡里只有55000多元，与原来
承诺的高于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的
预期相差甚远。据调查，当时银行
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4 . 55%，按
照当年的银行利息，收益超过一
万元。张大爷亲属认为，这与销售
人员原本的承诺相去甚远，不能
接受这样的收益，要求保险公司
赔偿。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不满意
可以去该保险公司的营业网点找
相关人员反映，张大爷的亲属随

即去了保险公司营业网点，获得
的答复是今年5、6月份还有1000
多元的收益。张大爷不能接受，认
为原本想存款，因为被劝说这一
产品收益高于银行很多才转投这
一产品，结果不但没有达到承诺
的收益，反而远低于银行收益，感
觉上当了。

记者整理同类读者来电发
现，几乎所有存款变保险的事
件，最初都源于“保险收益高于
存款”的说法，让很多消费者转
投保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据
业内专家介绍，保险产品收益是
不确定的，即便工作人员给你演
示预期收益表，你也要明白，预
期收益往往分高中低档，而演示
的往往是高收益那一栏。此外，
即便低收益也很可观，但毕竟是
预期收益，消费者不要把预期收
益当成是必定的收益。与此同
时，该保险专家提醒广大消费
者，保险产品最根本的是保障，

如果消费者追求收益，保险产品
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服务有漏洞

读者来电提醒

除了投诉之外，也有读者对
保险公司服务提出一些宝贵意
见，如交完保费之后，保险公司后
续的服务跟不上，有的公司保险
业务员频繁更换，找不到之前卖
保险的业务人员……

日前，读者刘女士致电本报，
2010年，一个业务人员到家里推
销保险，她觉得非常不错就买了
一份万能型终身寿险。结果买了
保险后，不但没有回访，也没有收
到过任何通知。再联系业务员，发
现业务员已经离职了。她希望通
过媒体呼吁，保险公司能够重视
保险老客户的维护工作。

读者高先生几年前，曾为孙
子买过保险。今年，高先生的孙子

因病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有两天
的缴费发票丢失。找保险公司理
赔时，丢失发票的两天费用400元
未能理赔。保险公司业务员告诉
高先生，这种情况需要咨询医院，
随后高先生找到医院，医院也补
打了发票。然而保险公司财务却
拒绝报销，认为发票不是原始发
票。高先生认为，既然保险公司业
务员给出的解决方案，他们也按
要求提供了相关材料，为什么不
能报销？这只能说明，一是保险公
司业务员相关的政策不够熟悉，
二是保险公司财务人员没有告诉
业务人员正确的解决方案。总得
来说，还是保险公司的管理和服
务有问题。

以上情况，本报已经联系了
相关公司，公司在获悉客户情况
后，都进行了积极处理，部分读者
来电已经处理完毕，其他正在积
极沟通中。

(本报记者)

4月7日至10日，2016年齐鲁
春季车展将在济南举行，建设银
行山东省分行签约成为本届车
展唯一指定合作银行。据了解，
本届车展上，建设银行山东省分
行将联手众多汽车厂商，大力推
广“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业
务”。

建行山东省分行信用卡部
负责人介绍，只要是建行龙卡信
用卡持卡用户，看齐鲁车展的同
时，就可以享受购车申请最长期
限48个月，且0利息，0或低手续费
等等优惠。即便不是建行用户，在
车展现场也可以快速办理建行龙
卡信用卡。

该负责人说，建行龙卡“购
车分期付”，是建行联合汽车厂
商推出的一项惠民业务，汽车
厂商为建行龙卡购车分期的申

请客户提供贷款贴息，真正帮
助广大用户实现了自己的有车
梦。目前，建行龙卡分期购车业
务已经和28个汽车品牌达成合
作，合作车型更是高达数百种
之多，基本涵盖目前汽车市场
销售主流。有了建行龙卡分期
购车业务，用户可以在合作品
牌与车型中自由选择，还可以
享受长达48期的还款期限和最
低“0”的优惠费率。

据了解，龙卡信用卡汽车分
期付款业务只要持卡人无不良
信用记录，信用卡用卡情况良
好，有基本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可
办理。而办理龙卡信用卡汽车分
期付款业务的手续同样也是十
分便捷，提交申请材料后，2-3个
工作日即可审批完毕，并刷卡提
车。而没有龙卡信用卡的客户则

可以在申请龙卡信用卡的同时
进行汽车分期付款业务的申请，
大约7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

建设银行是国内率先推出
信用卡分期付款购车业务的国
有上市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产品设计完善。该行的“龙卡
购车分期付款”更是以部分车型

“0利息、0手续费”等特点得到了
众多购车消费者的喜爱。与传统
车贷业务不同，龙卡购车分期业
务无需客户承担贷款利息，并通
过引入合作厂商补贴，承担全部
或部分贷款手续费的方式，从而
让利客户，降低消费信贷的成
本,真正兑现了对客户“低(零)手
续费”的信贷承诺，并帮助他们
提前实现了购车梦。

据了解，建行龙卡“购车分
期付”业务合作品牌有进口铃

木、北京汽车、长安铃木、广汽
菲克、吉利、广汽本田、陆风汽
车、上海大众、斯柯达、一汽大
众、一汽奥迪、通用别克、北京
现代、斯巴鲁、东风悦达起亚、
纳智捷、东风本田、长安马自
达、东风风神、一汽丰田、一汽
马自达、一汽轿车、一汽红旗、
奇瑞汽车、东风日产、广汽丰田
等众多汽车品牌。数百款车型
任用户选择，首付最低至20%，
最多可分48期还款。80款以上
车型12期分期付款享受0费率
优惠。

建行龙卡分期购车合作品
牌多、车型广、满足不同用户的
需求，并且强强合作，重磅联手，
推出超强优惠措施，将实惠留给
用户、将方便留给用户。

详情请咨询建行各网点。

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为
手机银行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
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抓住市场机
遇，近年来各商业银行纷纷加大
投入和创新，手机银行功能日益
丰富，无论是餐饮、购物、看电影
等生活消费，还是转账、投保、买
理财基金等资金流转和投资理
财，都可以用手机轻松搞定。相
对于传统柜台以及网银，手机银
行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吸引了广
大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积极开通
和使用；尤其是随着2015年底云
闪付的面市以及2016年初Apple
Pay登陆中国，手机替代银行卡
已变为现实。这一新型支付方式

的出现，进一步催生了人们移动
支付需求的快速飙升，进而助推
了作为移动金融主要代表的手
机银行客户群体的迅猛发展。

中国银联发布的《2015移动
互联网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显
示，82%的受访者曾使用手机完
成付款，其中20岁以下年轻人占
大多数。51%的受访者手机支付
交易额度超过个人网上消费总
额的一半，大约每三个人中就有
一个人用手机购买实物商品，可
以看出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主流。

2016年以来，中国银联大举
进入移动支付市场，安卓云闪付、
Apple Pay陆续上线，移动支付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少商业银行
也充分认识到移动支付潜在的发
展机遇及其重要性，纷纷大力布
局、抢占市场，借助手机银行云闪
付、Apple Pay广泛获客。以民生
银行为例，2015年开始发力移动
支付，领先其他商业银行应用生物
识别技术推出指纹支付；2015年11
月18日携手中国银联上市手机银
行“云闪付”，今年2月18日首批正
式支持苹果公司Apple Pay，并在民
生手机银行App里添加了Apple
Pay签约开通入口，方便其客户直
接点击进入绑卡流程；目前正在组
织开展客户开通有礼、支付减免等
活动，鼓励和引导客户体验和使用

快捷安全的移动支付和手机银行
其他众多特色服务。

据了解，民生手机银行凭借高
用户转化率、多版本类型、简便的
签约开通方式、丰富的金融和生活
服务、牢靠的安全保障以及畅爽的
客户体验，在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组
织的2015年度中国手机银行综合
测评中，连续三年以最高综合得分
名列全国性商业银行榜首，并荣获

“年度最佳手机银行奖”；赢得第三
方权威机构肯定的同时，民生手机
银行也得到了客户的欢迎和信赖，
目前其总体规模已突破2000万户，
客户交易活跃，户均交易笔数和金
额均稳居商业银行前列。

日前，记者从山东保监局获
悉，“十二五”期间，山东人身保险
行业发展实现大跨越，保费收入
从2010年的553 . 8亿元增长到
2015年的1045 . 6亿元，年均保费
增长17 . 8%，业务规模从全国第5
位上升至第3位。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东人
身保险覆盖面和渗透度不断增
强，关乎民生的健康险保费从
35 . 4亿元增长到139 . 5亿元，增
长2 . 9倍。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有
效，人身保险市场主体由2011年
初的34家扩大到48家，总公司从
无到有。发展方式从粗放外延式
发展向集约内涵式发展转变，经

营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水平和自
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人身险风
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业务加
速发展，特别是寿险费率市场化
改革以来，普通型寿险产品呈现

“爆发式”增长，保险保障功能的
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

人身险服务领域进一步拓
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
6688万人，保费21 . 4亿元，近
22 . 2万大病患者受益，大病保险
赔付水平在基本医保基础上平
均提高14个百分点，部分患者实
际补偿比例达到80%-90%。商业
保险机构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合作，在日照、淄博、威海等8个

地市开展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
险业务。养老险公司为488家单
位提供企业年金服务，累计受托
管理基金183亿元。

保险业务高速增长。全省人
身保险公司保费收入1045 . 6亿
元，同比增长30 . 5%，高于全国5
个百分点，规模居全国第三位。保
户投资款新增434 . 1亿元，同比增
长54 .1%，规模居全国第六位。

产品结构明显优化。整个
行业呈现出分红保险、普通寿
险、万能保险相对均衡发展的
产品格局。与国计民生密切相
关的健康保险快速增长，增幅
达到39 . 1%。

业务渠道更加均衡。个人营
销和银保等传统销售渠道保持
稳定增长，保费收入分别占总保
费的53 . 9%和36 . 5%。新兴渠道
增长较快，互联网渠道保费1 . 4
亿元，同比增长32 . 5%。

业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新单
期交保费 1 7 6亿元，同比增长
43 . 8%，新单期交率30 . 5%，高于
全国4个百分点。

风险得到较好防控。行业对
风险隐患开展早预警、早排查、
早化解，平稳度过满期给付和退
保高峰年。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
员 马骏川)

建建行行龙龙卡卡““购购车车分分期期付付””让让你你轻轻松松购购车车
优惠车型高达百种

中中国国民民生生银银行行发发力力移移动动支支付付领领域域
助推手机银行客户数出现井喷

年均保费增长17 . 8% 从553 . 8亿元增长到1045 . 6亿元

““十十二二五五””期期间间我我省省人人身身险险保保费费规规模模翻翻番番

保险业整体向好 销售误导仍个别存在

“山东百姓口碑保险服务质量调查”受关注

灶头条相关链接

山东百姓口碑保险

服务质量调查问卷

1、您对哪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综
合素质和网点服务满意

2、您对哪家保险公司的客户投诉处
理工作满意

3、您对哪家保险公司理赔服务满意

4、哪家保险公司没有告知您对该单
位的投诉渠道和方式

5、您认为哪家保险公司理赔服务存
在问题

6、哪家保险公司曾告诉您犹豫期内
可以退保，过了犹豫期退保有较大损失

7、买保险时，哪家保险公司的工作
人员存在夸大宣传

8、买了保险后，哪家公司对您进行
过回访

9、您对山东保险业的建议有哪些？

如有问题，可拨打0531-85196318/
85196145百姓服务热线。

3月19日，墨绿色的麦苗沐浴在初春
的阳光下，好像刚刚脱去冬装的孩子，使
劲儿往高处“蹿”着。汶上县种粮大户霍
庆典喜滋滋地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麦苗，
跟记者拉起了呱：以前需要钱，都是找农
信社，要不就找邮储银行。实际操作起
来，有时候对方审批速度慢点，有时候自
己担保抵押条件不够，反正不是太顺畅。
尤其是那些民间借贷公司，他每次都是一
边贷一边骂贷款公司，“挣的钱都被高额的
利息吃了”。

今年完全不同，霍庆典用手比划了一
下说：现在只花一天的时间，用了很少手
续，就申请下来了“京农贷”信用贷款。
一开始贷了5万，当天就拿钱换成了种
子、化肥。谈到这里，霍庆典脸上再次流
露出灿烂的笑容。山东汶上县的“先锋京
农贷”是“京农贷”首批试点之一。去年
10月，京东金融和世界领先的种业公司杜
邦先锋及其经销商合作，为农民提供种植
环节所需的生产资料的融资贷款服务。

一直以来，农信社、邮储银行、农业
银行等传统的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方
面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但是这些还是不
能覆盖所有农户的需求。近年来，京东金
融等互联网企业也瞄准了其中的细分市场
机会，发挥互联网企业的大数据、反应快
等优势参与其中。

谈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京东农村金融
负责人洪洁表示：“京东农村金融将打造
农村金融生态圈，构建全产品链的农村金
融，覆盖农户从农资采购到农产品种植，
再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金融需求，完
整地向农户提供信贷、支付、理财、众
筹、保险等全产品链金融服务。”

服务种地农民

农村金融服务添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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