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 日前，南阳市保险行业协

会三届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理事会

召开，回顾总结协会 2019年度工作，

并安排今年重点工作 ②7
全媒体记者 曹立峰 通讯员

芦 洁 摄

图② 近日，中国人寿高新支公

司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来到如意湖全

民健身主题公园，开展“ 抗疫有我

学雷锋见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②7
全媒体记者 曹立峰 通讯员

靳合新 摄

图③ 日前，东吴人寿南阳中支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培训，增强

了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②7
全媒体记者 曹立峰 通讯员

张大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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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理赔，我们追求又快又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

峰 通讯员苏林聘）学习花艺，

感受美丽，收获情感。日前，

长生人寿南阳中心支公司举

办以“花开五月，情满立夏”为

主题的花艺亲子联谊活动。

本 次 活 动 邀 请 了 80 多 个 家

庭，让客户共同感受快乐的时

光、花样的美丽，同时也促进

亲子间的情感交流，受到了大

家的欢迎。

活动现场，该公司特别邀

请专业花艺师为 80 多个家庭

的 160多名成员详细介绍花材

花语，传授插花艺术和花艺设

计技术以及鲜花日常养护知

识，讲解了简单的插花技巧及

制作的过程，表明了本次插花

作品的立意是“感恩、爱、家

庭”，并且组织家长带着小朋友

共同去完成插花的过程。

此次别样的插花活动虽然

短暂，但让家长和孩子们收获

多多，欣喜不已。一位妈妈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花艺亲子联

谊活动温馨又新颖，使妈妈们

放松了压力，愉悦了身心，而且

增进了妈妈与孩子间的亲密关

系，同时也加深了客户与公司

之间的了解，提升了客户对公

司的品牌认知度，真的很有趣，

非常有意义。”②7

长生人寿南阳中支

花艺亲子联谊 别样温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 通讯

员车绚阳）日前，记者从市保险行业协

会了解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该协会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助力复工复产，以实际行动减轻我市出

租车企业经营负担，保障群众正常出

行，畅通地方经济社会循环，彰显了保

险行业的担当和社会责任，受到出租车

企业的欢迎。

“感谢市保险行业协会对我们出租

车行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大力支持！感

谢你们的辛勤付出！”5月 11日，南阳市

靓丽、公交、龙鹏和新阳光出租车公司

的负责人代表我市出租车行业来到市

保险行业协会，通过赠送锦旗的形式感

谢该协会对组织推动疫情防控期间我

市停运出租车保期延长工作圆满解决

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

南阳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为

响应政府号召，我市出租车行业从 1月
31 日至 3 月 11 日在全市范围内停运，

但暂时的停运给出租车行业的经营和

收入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肖东晓告

诉记者，3月 9日，市保险行业协会在接

到南阳银保监分局转办的出租车行业

疫情停运保险延期的申请后，迅速启动

应急预案，立即排查行业承保情况，主

动搭建与出租车运输管理部门的沟通

平台。在南阳银保监分局的领导下和

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的支持下，该协

会积极发挥行业组织协调作用，按照

实事求是、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原则，

研究印发《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南阳地

区停运出租车保险期限延长实施细

则》，为各承保公司妥善处理不同延保

问题提供指引。

据了解，在阳光财险南阳中支等 9

家出租车承保机构共同努力下，截至 4
月 30日，我市承保的 2663件交强险和

2668 件商业险已全部完成延保处理，

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为 2600余台出租

车车主挽回经济损失 190余万元，让他

们“轻装”投入运营，为广大市民朋友的

出行服务。②7

市保险行业协会积极助推复工复产获点赞

为 2600 余 辆 出 租 车 延 保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 通讯

员陈 玲）关爱员工健康，送出体检

“礼包”。日前，富德生命人寿南阳中

支组织全辖 91名内勤员工进行健康体

检，公司这个贴心的“礼包”让员工

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关怀。

体检过程中，参加体检的员工分

批来到体检中心，排队领取体检表

格，并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逐项进行

体检。此次检查项目分别为内科、肝

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血常规

23项、乙肝五项、腹部彩超、甲状腺

癌筛彩超检查、胸部透视、心电图

等。参加体检的员工对公司的爱心之

举纷纷点赞：“体检可以达到‘早诊

断、早预防、早治疗’疾病的目的。

公司组织大家体检，是对我们员工的

关怀，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

暖，下一步我们会更加努力工作，来

回报公司的关心！”

“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我们

公司特别重视每位员工的身体健康。”

该公司总经理王鹏告诉记者，富德生

命人寿南阳中支一直以来坚持以人为

本，把员工的身心健康列入公司重

要日程工作，每年都定期组织员工

进行健康体检活动。公司每年一次

体检活动的开展，不仅能让员工及

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针对性

地进行预防，还能进一步提升员工

的归属感，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

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公

司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②7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

峰 通讯员华 蕾）“这几年可没

少麻烦你们，我对你们快速和

热情的理赔服务很感谢！”日

前，客户司女士家人将写有“工

作专业认真、服务周到细心”的

锦旗送至平安人寿社旗支公司

柜面，以表达对该公司理赔服

务的满意和认可。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司女士 2016 年曾购买一份平

安鑫盛终身寿险保险计划，并

附加有住院费用和意外医疗保

险。2017年至今，司女士因意

外或疾病多次出险，让她感动

不已的是，每次她出险报案后，

平安人寿社旗支公司的理赔服

务人员都会及时联系她进行慰

问，并在治疗结束后主动协助

她收集资料进行理赔申请。

“买保险之前听到有人说

理赔难，但我从自身在平安人

寿的经历来看，这种说法是站

不住脚的。”提起平安人寿的

服务，司女士赞不绝口。2017
年以来，司女士见证了平安人

寿理赔服务从“安 e 赔”到“闪

赔”，再到“小额案件免收实物

资料”的服务升级过程，也切

实享受到了服务升级后带来

的快速理赔服务体验。正如

她的家人所说：“以前觉得三

两天能理赔就不错，现在直接

闪赔还不要实物（理赔资料），

平安人寿这理赔服务真是太

棒了！”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工

作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称赞是

对我们平安人寿服务的认可，

也是公司不断完善服务标准、

提升服务质量的动力。”平安人

寿南阳中支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提升服务无止境。平安人

寿今后将继续秉持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努力为客户提

供简单、便捷、友善、安心的理

赔服务，让客户的满意度、认同

感和获得感进一步提高。”②7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

峰 通讯员杨长茂 王燕璐）手

随心动，创意无限，快乐相伴。

5月 23日上午，恒大人寿南阳

支公司个险本部邀请客户及家

人举办“手绘帽子 DIY”主题活

动，让家长和孩子们享受动手

创作的快乐时光，也用这种创

意十足的活动迎接六一儿童节

的到来。

活动现场，家长和孩子们

在专业老师的现场指导下，兴

致勃勃地借助物料工具开始了

奇思妙想的创作。最高兴的当

然是小朋友们了，他们拿着画

笔沉浸在彩绘帽子 DIY 中，随

心所欲涂鸦绽放童心，偶尔认

真思索后下笔用心描绘。动漫

人物、卡通形象、创意涂鸦……

各种满怀童心的形象，在帽子

上细心勾勒出来。原本普通的

帽子，通过小朋友们天马行空

的想象，瞬间变得缤纷多彩，妙

趣横生。

不大一会儿，一幅幅漂亮

的“花帽子”作品就诞生了，欣

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小朋友

们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他们将完成的彩绘帽子送给爸

爸妈妈，表达他们的爱。

整个活动现场充满温馨

与欢乐的气氛，也给炎热的季

节增添了浪漫的气息，受到了

家长和孩子们的好评，他们纷

纷为恒大人寿提供的优质增

值服务点赞。在场的一位家

长表示，这样有趣的活动可以

让孩子们动手学习，激发孩子

们的潜能，也让家长与孩子一

起成长，增进了亲子间的情感

和互动，希望今后有机会更深

入地认识恒大人寿，也希望恒

大人寿以后举办更多类似有

意义的活动。②7

恒大人寿南阳支公司

“手绘帽子 DIY”趣味十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 通

讯员樊丽娜）抓好反洗钱工作，助推

公司合规发展。日前，合众人寿南阳

中支召开以反洗钱为重点内容的合规

专项培训工作会议，总结公司 2019年
分类评级工作得失，明确下一步反洗

钱工作重点，帮助员工形成风险底线

的思维方式，为公司的健康规范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

会议对上半年合规工作进行全面

总结，认真分析了中支 2019年度反洗

钱分类评级中存在的问题及 2020年度

反洗钱整体工作要求。该公司总经理

王磊表示，广大员工要继续发挥优

势、查漏补缺，针对 2019年度存在问

题积极深挖，同时 2020年度开展本机

构内包括下辖营服的反洗钱内部检

查，包括三大核心义务及八项基础工

作，把反洗钱工作做细、做扎实，风

险降到最低。

会议期间参会员工参加了反洗钱

测试，测试合格率 100%。会议还针

对中支总及营服经理层级开展反洗钱

法律法规高管专项测试，合格率达

100%。

“反洗钱和合规经营，对我们公

司来说是一件每天都必须高度重视的

事情。”王磊表示，合众人寿南阳中

支今后将秉承依法合规的经营理念，

按照年度合规培训计划持续开展有关

工作，强化员工风险意识，提升客户

维权意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为公司规范诚信经营及行业健康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②7

合众人寿南阳中支从严从细狠抓

平安人寿社旗支公司

“闪赔”服务赢称赞

南阳市保险行业协会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联办

用 保 险 扮 靓 幸 福 生 活
让 保 险 助 力 南 阳 发 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 通

讯员张大海）近日，东吴人寿南阳中心

支公司召开合规、反洗钱内勤员工培

训会议，进一步加大公司合规经营风

险管控和内部控制管理力度，为公司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紧紧围绕反洗钱和合规内

容，就反洗钱职责、反洗钱监管、反洗

钱法律法规以及反洗钱真实案例分

析进行了详细讲述，为与会人员切实

履 行 好 反 洗 钱 重 要 职 责 明 确 了 方

向。同时，会议还对人行 2019 年及

2020上半年的相关要求进行传达，并

对公司 2020 下半年的工作重点进行

安排部署，并再次强调了每一个员工

积极参与反洗钱的必要性，指出了作

为金融保险行业增强反洗钱防范意

识的重要性。

“反洗钱和合规对公司的生存、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反洗钱工作是公

司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每

一个员工义不容辞的责任，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必须高度重视、常抓不

懈。”该公司负责人冯岚嵩告诉记者，

东吴人寿南阳中支今后将严格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管

要求，认真对待并做好反洗钱的防范

与宣传工作，做好金融保险行业防范

反洗钱犯罪、为社会公众做好宣传服

务的工作，合规合法经营，始终对不

合法、不合规行为保持零容忍的态

度，坚决抵制一切不法行为，为维护

良好健康的金融环境贡献东吴人寿

的力量。②7

东吴人寿南阳中支当成重中之重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

峰 通讯员秦世乐）快乐涂鸦，

喜迎六一。5月 24日，华夏人

寿南阳中支市区本部邀请客户

携带家中小朋友，举办“彩绘娃

娃”亲子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

动手涂鸦卡通人物的快乐中迎

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

当天下午，该公司的 30余
名客户领着自己的小宝贝早

早赶到活动现场，整个会场一

下子热闹起来。活动开始前，

小朋友们争先恐后上台选取

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纷纷表

示要自己独立完成。随后，他

们坐下来，拿起画笔，认真端

详着手中可爱的“娃娃”，一个

个认真地用画笔蘸着颜料为

石膏娃娃涂色，家长们也耐心

在一旁不时帮衬。时间在孩

子们沉迷的创作中不知不觉

过去了，活动室内出现了许多

五颜六色的卡通人物——红

脸黄衫的小猴、金发碧眼的小

公主、蓝色小猪储钱罐、美丽

的蝴蝶仙子……孩子们看着

手中亲手绘制的可爱娃娃，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

容。

活动中，看着孩子们画得

这么认真，又这么高兴，家长对

这次活动纷纷点赞。一位家长

告诉工作人员：“活动让孩子发

挥想象力并且耐心地完成了作

品，还增加了孩子和父母的亲

密度和配合度，当家长的真是

非常高兴，华夏举办的这个‘迎

六一’亲子活动很有意义。”工

作人员表示，华夏人寿南阳中

支今后将会举办更多有趣、有

料的类似活动，为客户提供暖

心、贴心的服务。②7

华夏人寿南阳中支

彩绘“石膏娃娃”迎六一

反洗钱这件事反洗钱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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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德生命人寿南阳中支

让员工乐享体检“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