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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险回归本质
阳光人寿启动产品转型推出新款重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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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阳光人寿了解到，该公司刚推出一
款国内最全面的重疾保障的保险新产品，以满足环境
污染日趋严重形势下的客户健康管理需求。

据介绍，这款名为“一世安康”的重疾险，不仅打
破行业纪录，将疾病保障种类从原来的 35类扩大到
42类，同时还针对10类轻症重疾提供额外保障。如果
客户在年老时，不再需要重疾保障，还可将保单进行
年金转换，为老年生活增加一笔充裕的养老金。这款
集轻症、重疾、身价保障和养老于一身的产品，真正实
现了对客户一生一世的保障。

阳光人寿表示，这款产品将成为 2013全年的主
打产品，因为它是一款真正回归保险保障真谛的产
品，对客户而言性价比非常高，这款产品也是公司走
向产品转型的风向标。

据统计，人的一生罹患重疾的概率高达 72.18%。
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报道，空气和水污染等

环境因素已成为造成中国居民疾病和死亡的重要原
因，重大疾病平均发生年龄提前了 15年，30-40岁已
成为常见发病人群。尽管如此，但伴随医疗水平的不
断提高，重大疾病的治愈率已经越来越高，癌症患者 5
年生存率已经达到 30%，例如，晚期大肠癌患者 5年
平均生存率比50年代提高了 3.5倍，只要积极治疗，
很多病都是能痊愈的。

只是医疗费用的高昂，让很多国人感叹：“疾病已
经成为生命中必须计算的成本。”重大疾病一般治疗
时间较长，基本在 5年以上，花费动辄数十万，即便拥
有社保，也会因为覆盖广、保障低的原因导致费用不
够，更何况一旦罹患重疾，在生命面前，多数人都会选
择更好的药和治疗条件，而忽略是否在社保范围内，
计算下来，按一般 30万元的总治疗费用计算，自费部
分将会高达15-20万元。再加上误工费、营养费、护理
费等等，都是不小的开支。因此重疾对于任何一个普

通工薪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和风险。
而商业重疾保险则成为人们转移这种风险的最好

手段。以“一世安康”为例，不仅为客户提供多达42种
重大疾病的保障，还额外提供高达10种的轻症重疾保
障，包括：原位癌等重大疾病的前期或者早期、以及冠
状动脉、主动脉介入术微创手术等一般重大疾病保险
不会承保的疾病，阳光人寿都提供20%保额的保险保
障，并且在轻症疾病发生赔付之后，重疾保障不受任何
影响。这一点能让客户能够安心的早治疗，早康复。

此外，“一世安康”还突破一般重疾险的单一功
能，为客户提供了养老选择，在客户 60-70周岁时可
以按照自身需求选择进行年金转换，为养老增加一笔
充裕的资金，真正的实现有病治病、无病养老。

这款产品适合多层次人群，面向出生 30天 -60
周岁的各年龄段客户群，以前 55岁 -60周岁不能投
保的客户这次也被囊括进保障范围。客户可以选择 5

年、10年、20年三种缴费年期，同时还可以选择附加
意外伤害、住院费用等多款附加险，为自己和家人提
供360度的全方位保障。

阳光人寿有关产品设计者表示，重大疾病保险产
品的发展方向，正逐渐由“病后治疗”向 “病前预
防”、“治愈护理”两个方向延伸扩展，“一世安康”充
分体现了对客户生命的呵护和关爱。

投保案例：

康先生，30岁，投保阳光人寿一世安康终身重大

疾病保险。年交保费5360元，交费期10年，从保单生

效开始，康先生终身享有以下保障：10万元重大疾病

保险金、2万元轻症重疾额外给付保险金、10万元人

身保险金。

如果没有发生疾病或意外，在康先生60-70周岁

期间，还可以进行年金转换，为老年生活增加一笔充

裕的养老金。

为提升综合竞争力，扩大保险服务领域，更好地
满足市场需求，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科学稳健
地推进车贷险业务，4月3日，人保财险金华市分公
司出台车贷险业务考核办法。

该考核办法分别对业务发展、风险管理、基础管
理三个指标进行考核，其中业务发展指标基本分为
60分，完成挑战目标比例低于 75%的，不得分；风险
管理指标基本分为 30分，年终时点所有业务的金额
逾期率及数量逾期率不得超过 1.2%及 3.5%，超过的

不得分；基础管理指标基本分为 10分，重点考核“一
车一档”档案建立及管理、业务台帐建立、银行对账、
单证管理等工作，以确保规范管理，有效防范经营风
险。

对业务发展指标达到挑战目标 75%以上且风险
管理指标达标的，将分别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2名进行奖励。同时要求数据真实，特别是
逾期数据，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予以严肃处理，确保
合规经营，有效防止逾期风险。

截至 3月 31日，人保财险金华市分公司实现保费
收入 3.144亿元，突破 3亿元大关，顺利实现首季开门
红。

年初，层层传达学习贯彻全省分支公司经理会议
精神，明确了新年的主要任务和“16字”工作总体要
求，积极推进“价值强司”建设。及时召开全市系统首
次业务会议，“抢早、抓紧、投入、务实”地部署各产品
线和理赔线等各项工作，并迅速启动“金蛇赛春”首季
开门红机构对抗赛，有效激发了展业热情，形成了你追
我赶的良好氛围。同时，着力在提升客户服务上下功
夫，积极推进综合柜员制建设试点工作，分流内外部客

户，不断优化客户接触界面，建立健全客户投诉处
理机制，落实领导接待日活动，通过聘请神秘人开
展检查，不断提升服务水准，继续推进客户俱乐部
建设，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有效提升客户黏性，出
台理赔提速竞赛办法，应用移动查勘定损系统等新
技术手段，进一步缩短理赔周期，同时推出理赔专
员服务联络卡，为客户免费提供保险事故处理解答
咨询服务，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章周松)

电话：0579-82310594

地址：浙江金华市中山路293号

新交通法规已于今年1月1日起执行，为了让车险客户更好地了解和熟悉新交规的内容和精神，
自去年 12月底起，人保财险婺城支公司为所有上门客户送上新规则解读手册，帮助客户减少误判正
确解读，并提醒车主要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此举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本月，新交规解读手册也已在
相应4S店发放，为新购车车主主送上一份提醒，从细节上提升人保品牌良好的服务。

（通讯员：卢珊珊）

人保财险婺城支公司

为客户送上新交规提醒，关注细节提升服务
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盛宴

泰康财富智选全能保险计划上市

金华人保财险出台车贷险业务考核办法

金华人保财险首季保费
突破3亿元实现开门红

为推广 “掌上人保” 自助软
件，有效提升理赔效率，自 4月 1
日起，人保财险金华市分公司采取
多项措施大力开展“掌上人保”推
广工作。

一方面通过晨会等形式，组织

各落地机构相关人员学习“掌上人
保”的安装和使用方法，确保每一
位销售人员熟练掌握，从源头上抓
好落实，确保“掌上人保”推广责
任到人，要求注册成功率达到 10%
以上。另一方面在内网和当地主流

合作网站，投放“掌上人保”宣
传链接，积极引导营销员及客
户推广注册“掌上人保”自助
软件，注册后可以通过软件实
行自助理赔服务。

金华人保财险积极推广
“掌上人保”自助软件

当前，国内资本市场低迷、黄金市场转冷、房地产
调控加剧，投资环境与投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收
益稳健的债券投资受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追捧。一
方面，银行债券类人民币理财产品偏重短期，且浮动收
益不保本，百姓忧虑投资回报；另一方面，信托等各类
债权投资计划起步投资动辄几百上千万，投资门槛太
高，百姓苦于投资无门。

实际上，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
民经济命脉,已成为投资拉动经济的重要领域，而普通
百姓却很难分享到国家经济腾飞的成果。如何将目前
占据优势的债权投资计划引入保险产品，在不同的经
济周期下更全面地分享资本市场的收益？泰康人寿紧
跟市场需求、不断创新，将于近期限额限量推出的一款
“泰康财富智选—基础设施全能保险计划”，将短期理
财需求与长期养老规划完美融合，让客户在不同的经
济周期下充分分享资本市场的投资盛宴。

该款 “泰康财富智选—基础设施全能保险计划”
（下简称“财富智选”）由主险泰康财富人生 B款终身
年金保险（分红型）和附加险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
保险（万能型）组成。其中“智慧之选”为一款5年期的
万能型产品，投保时，客户只需一次性交纳保费即可获
得一个专属保单账户，账户资金将直接挂钩关系国计
民生的国家优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安全、稳健、信用
等级高。计划内的另一款产品“财富人生 B”则注重长
期规划，终身年金分红账户每年发放生存保险金至终
身，同时还享受分红，分享公司经营成果，生存保险金
和红利均可复利累计生息，抵御通货膨胀，满足子女教
育、养老、资产传承等人生需求，规划与生命等长的现
金流。

作为一款保险计划，“财富智选”将客户的长短期
资金相结合、养老需求和理财需求相结合，充分考虑经
济运行周期性，把握配置债权投资的最佳时机，让客户
的资金在做长期养老规划的同时分享国家基础项目债
权投资计划的稳定收益，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收
益性的完美平衡。
（注：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以实际公布的结算利
率为准）

泰康资产投资管理的部分基础设施项目介绍

2007年 9月，泰康资产发起设立“泰康 --上海水
务债权计划”，募集资金 20亿元，投资于上海城投青草
沙水源地建设项目，投资期限长达 10年。该投资计划
是保险资金投资上海基础设施项目的第一单。

2010年5月，“泰康 -华能伊敏债权投资计划”正
式获得中国保监会备案通过，投资计划规模10亿元人
民币，投资期限 5年，募集资金用于伊敏煤电联营工程
二期项目。伊敏煤电联营工程是1989年国务院为实施
资源优化配置批准的全国第一个煤电联营项目，本项
目的建设对满足东北地区“十二五”期间负荷增长的需
要，加快蒙东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呼伦贝尔市
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的提高、边疆地区的稳定、充分发挥
煤电联营的整体优势，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011年 5月 13日，“泰康—重庆轨道交通债权投
资计划”正式获得中国保监会备案通过。该计划由泰康
资产独立发起，面向保险行业募集资金30亿元，投资于
重庆市轨道交通6号线建设项目。这是重庆设立保险创
新发展试验区以来、险资入渝助力重庆重大项目建设
的首个债权投资计划。

2011年 12月 8日，“泰康京能 -能源项目债权投
资计划”获保监会备案通过。项目募集规模20亿元，投
资于京能国际旗下酸刺沟电厂、丰镇电厂三期、右玉电
厂三个项目，对满足内蒙及山西电力供应、推动贫困地
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012年4月，泰康资产获准设立“泰康—国电福建
电力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 15亿元，投资于国电福
建电力有限公司下属国电福州江阴电厂 2ｘ600MW 工
程和国电福建南埔电厂热电联产工程。该项目的建成
将直接支援福建电网，缓解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增强
电网运行的安全稳定性，同时，对于加快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2012年 8月，泰康资产获准设立“泰康 -湖南国
省干线公路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 30亿元，投资于
湖南国省干线公路44个子项目。项目的建设对于促进
湖南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
项目的建成将有效的改善湖南的道路通行能力，优化
路网结构，改善交通运输质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2012年 12月，泰康资产获准设立“泰康 -天津地
铁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 27亿元，投资于天津市地
铁六号线项目。项目的建设可以有效缓解天津市中心
城区交通紧张状况，改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同时，也
是落实天津市中心城区发展规划，调整城市布局和功
能需要。

（通讯员：吴咪娜）

电话：82056601

地址：金华市李渔路1118号创新国际大厦8楼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丰富和延续“服务月”的
活动内涵，3月30日，太平洋产险金华中心支公司工会
组织了一场到市福利院参加 “学雷锋 低碳行 义务植
树”的主题活动。中支公司总经理室成员、全体工会会
员、团员共50余名志愿者参加了此项活动。

为了使活动举办的更富有社会意义，活动前，中支
公司工会经过经心策划，提出了“低碳出行，美化婺城；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的活动理念，即全体志愿者均骑
单车前往距市区 14公里之外的市福利院，参加义务植
树活动。用公司员工的话说：我们从事的就是一份献爱
心的工作，“用心承诺、用爱负责”是公司的服务理念，
我们更应该为美化我们的城市环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奉献一份爱心，积极倡导市民节能减排出行，提
高环保意识，传递正能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通过

本次活动的举办，极大的提高了员工的尊老敬长和低
碳环保意识，较好的展现了太平洋产险金华中心支公
司员工不怕苦、不怕累、爱护环境的良好精神风貌。公
司全体员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学雷锋的活
动中，从奉献中获取快乐。大家纷纷表示，要将学雷锋
的精神，与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结合起来，并延续贯彻
到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去，肩负起时代和公司赋
予我们的责任，踏实工作，坚守诚信，这也正是公司核
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

本次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新闻媒体的关注，金
华电视台、金华电台、《金华晚报》、《今日婺城》等当
地众多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随行加入了活动的行列，并
对太平洋产险浙江分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本次 “学雷
锋 低碳行 义务植树”活动的社会意义给予了肯定和
积极的报道。 （通讯员:梅琳文）

2013年4月1日上午，金华中支组织内勤员工参加
了反洗钱培训,宣传了反洗钱相关知识，明确反洗钱工
作的重要意义，并就反洗钱工作依据，工作内容，以及反
洗钱中核心工作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此次培训，让大
家更深刻领会反洗钱的精神和意义，牢固树立反洗钱的

法律责任和依法合规经营的思想，懂得了识别反洗钱陷
阱的基本方法，明确各岗位的工作职责，更好地做好各
项风险防范工作，促进中支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持续、平
稳、有序的发展。

（通讯员:陈婷）

太平洋产险金华中心支公司工会
组织“学雷锋 低碳行 义务植树”活动

幸福人寿金华中支组织
内勤员工参加反洗钱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