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快递行业迅
猛发展。 然而， 在快递承
运、 派送过程中， 快递丢
失、损坏、超时等问题屡见
不鲜。在 3·15 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来临之际， 记者对
此进行了走访。

“有一次，我去一家快
递点寄快件， 因为他家没
有快递单了， 店老板就用
另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单
给我发了货。”后来快件受
损，孙女士想要索赔。店老
板表示快递单不是他家
的， 应该去另一家快递公
司的快递点索赔， 另一家
快递点又说虽然快递单是
他家的， 但货不是在他那
里发的，你推来我推去，拖
了很久谁都不愿意赔。 无
奈之下， 孙女士向快递企
业进行投诉， 最终拿到了

赔偿款。
去年， 市民邹女士买

了一套价格较高的化妆
品， 后来到快递点领快件
时，对方却说，快件已经被
别人领走了。“当时我心里
就咯噔一声， 心想这可怎
么办？我焦急地问他们，为
什么不核实身份就让别人
领走快件。”幸好那家快递
点有监控，最后，我们通过
监控找到了冒领者。

据了解， 快件发生丢
失、 损毁或内件不符等情
况，购买了保价的快件，快
递企业需要按照被保价金
额进行赔偿； 没有购买保
价的快件，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 等相关法
律规定赔偿。对此，记者联
系了多家快递公司的快递

人员，这些快递员均表示，
快件遇到问题无法避免，
建议收件人或寄件人在处
理重要快件时， 采取保价
措施。

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
员建议， 市民在进行快件
寄递业务时， 务必选择正
规的、 信誉较好的寄递企
业。签收包裹时，要先验货
再签字。 消费者要仔细确
认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
若外包装出现明显破损等
异常情况， 应先验收内件
再签收。 在交寄贵重物品
时应明示价值， 特别是电
器类、 电子产品类和金银
首饰等贵重物品， 最好进
行保价。

当消费者遇到快递延
误、丢失、损毁或内件不符
的情况时， 可先向快递企

业进行投诉， 由企业对投
诉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如
果已向企业投诉， 但 7 天
内没有任何处理结果，或
者对企业的处理结果不满
意， 可拨打邮政业消费者
申诉电话 0371-12305、消
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

“0377-12315”， 也可到市
邮政管理局官方网站"局
长信箱"留言，或通过国家
邮政局申诉网站、 国家邮
政局微信公众号进行申
诉。 另外，如果申诉人与
被申诉人已经达成和解
协议并执行、申诉受理机
构已经就申诉事项进行
过调解并出具调解意见
书、国内快递服务申诉超
过 1 年时限（国际快递申
诉时限为 6 个月）， 将无
法进行申诉。 ③5

3 月 15 日南阳市财政局

3 月 14 日，市民政局副局长武胜乾
带队值班行风热线，回应市民关注的低
保申请、残疾人补贴等问题。

行风关注
“政福保”政府救助综合责任保险

是市委、 市政府惠及民生的一项重大
举措，2019 年“政福保”方案有了新的
变化， 将原来的未成年人溺水死亡救
助，独生子女死亡限额 5 万元/人， 非
独生子女死亡限额 3 万元/人，调整为
死亡限额 5 万元/人。 将原来特困群众
重病医疗救助中五级报销后剩余部分
在 1000 元以内按 50%报销 ，1000 元

以上的按 800 元报销， 调整为合规费
用经五级报销后的剩余部分在 2000
元以内的， 按实际金额支付； 在 2000
元以上的，按合规费用的 80%支付，最
高 5000 元。 将原方案中的特困群众重
病医疗救助 33 种重特大疾病，调整为
救助 79 种重特大疾病。 通过调整，进
一步扩大“政福保”保障范围，提高保
障标准， 使困难群众享受更加优质的
保障。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政府买单，
群众受益”。

行风反馈
1.针对农村失能的五保户，国家有

没有关于护理费的政策， 如果有的话，
标准是多少？

市民政局回复： 根据南阳市民政
局、 南阳市财政局、南阳市扶贫办《关
于提高 2019 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

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
知》， 照料护理标准依据特困人员生活
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分档制定，一般分
为 3 档， 全自理人员每人每年不低于
240 元； 半自理人员每人每年不低于
720 元； 全失能人员每人每年不低于
3120 元。

2.去年，民政局通过各大媒体公开
发布了对中心城区各条规划和新建道
路命名的命名征集活动。 这项工作执行
到哪一步了？ 新命名的道路会不会向社
会公示？

市民政局回复： 道路名称征集结
束后， 根据《地名管理条例》 相关要
求，需要经过整理筛选，专家论证，各
辖区、 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分别征
求各级领导意见， 最后报送市政府审
批下文。 目前， 专家论证环节和辖区

征求意见已结束， 正在征求各级领导
意见，下步将报送市政府最后审批，届
时最终命名结果会通过相关媒体予以
公布。

3. 低保存折的密码是不是统一设
置？ 我的低保款在存折上，不知道密码
一直取不了，怎么办？

市民政局回复：自 2008 年开始，为
方便广大群众领取和资金管理安全，实
现了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所发放的低
保救助资金是通过本人提供的银行账
号进行拨付， 银行账号是本人开的，密
码只有自己知道， 如果忘记密码了，本
人拿上自己的身份证去银行柜台上进
行解除密码即可。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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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丢件、少件、物品损毁、延误派件……

收寄快递利益受损怎么办？
□本报记者 张婵

新华保险发布

客户服务十大承诺
本报讯（记者 张婵）3 月 6 日，新华保险

正式发布 2019 年客户服务十大承诺。 2019
年，新华保险将持续践行“快理赔、优服务”的
服务内涵，全面提升理赔时效和服务体验，认
真履行对每位客户的保障承诺， 传递真实的
保险力量。

专业门店在身边。 千余家客服中心伴您
身边，保单服务、风险咨询、产品定制等多元
化服务，满足您的全方位需求。

实时响应全天候。 95567 客服电话、微
信、手机 APP、网站，互联互通，智能高效，轻
松体验。

投保便捷更安全。 投保快速便捷， 录信
息、交保费、签保单 10 分钟即可完成，短信提
醒全程陪伴。

主动回访保权益。 投保成功后，多时段预
约、多环节提醒、多方式选择，主动回访提示
保单权益。

保全服务更简单。 提供满期、电话、地址等
60余项保全服务， 特定业务可通过手机 APP、
网站、微信等多渠道办理，便捷尊享保单权益。

快速理赔优服务。 个人客户 5000 元以下
小额及一般赔案 2 日内知晓结果， 复杂疑难
赔案 30 日内知晓结果。

理赔超期给补偿。 个人客户赔案超过 30
日仍未告知结果的， 每超期一日支付一日的
利息补偿。

寻找理由主动赔。 主动为客户寻找赔付
理由， 定期拜访关心健康， 突发事件主动寻
访，紧急医疗预付理赔金。

投诉畅通快响应。 电话、网络、信件、来访
多渠道受理投诉，第一时间响应，一般投诉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合规销售守诚信。 详细讲解投保提示和
条款内容，主动提示保险产品的特点和风险，
消费安心，投保放心。 ③5

旅游行业
专项检查

日前， 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专业分局对辖区旅行社开
展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企业
经营资质、 导游人员及车辆
资质情况。 图为 3 月 13 日，
该局执法人员对七一路某旅
行社进行检查③5

本报记者 吴秋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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