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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理赔保险理赔，，我们追求又快又好我们追求又快又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 通

讯员王 丹）朝气蓬勃太爱跑，凝心聚

力金牛年。1月 11日，记者从太平洋产

险南阳中心支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在

2021 伊始成立了“太爱跑”跑团，让员

工在新的一年里加强体育锻炼，增强

体质和免疫力，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

入工作中，用旺盛的干劲儿迎接太保

30周年司庆到来。

在太平洋产险南阳中支“太爱跑”

跑团成立现场，迎着初冬的朝阳，30多

名跑团队员在南阳中支门前集结，举

行“太爱跑”起跑仪式并正式开跑。开

跑前，该公司工会主席李小霞宣布了

跑团纪律和注意事项，随后太平洋产

险南阳中支“太爱跑”跑团在总经理室

职员带领下，迎着朝阳沿着美丽的护

城河跑起来，矫健的身姿成为河畔一

道充满活力的风景线。3公里跑下来，

大家都感到神清气爽，浑身舒坦，大呼

过瘾，“明天还要接着跑，大家要互相

监督呀”。

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冰对

太保产险南阳中支“太爱跑”跑团的成

立表示祝贺，号召大家无论工作再忙，

都要抽出时间“每天奔跑 3 公里”，以

“太爱跑”APP为载体，加强体育锻炼，

提高团队协作，加强沟通交流，以更好

的精神面貌和状态投入工作，提前祝

贺太保司庆 30周年，为南阳太保新征

程、新发展、新辉煌贡献力量。

“太爱跑”活动成为该公司员工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激发了员工参与运

动的热情，增强了员工锻炼身体的健

康意识，更展示了太保人的活力风采，

营造了朝气蓬勃、健康积极的企业文

化，目前该公司“太爱跑”跑团成员已

有 76人。大家纷纷表示要积极响应中

支号召，每天坚持跑起来，让身体更健

康，使自己每天保持良好工作状态，为

太保发展加油助力，“如果下雨、下雪，

就在室内跑步。每天打卡锻炼，用健

康的运动方式和火热的激情开启每一

天”。②4

精神抖擞跑起来 意气风发踏征程

太平洋产险南阳中支成立“太爱跑”跑团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军 李明秋）

在新的一年里，一家企业该以怎样的方

式开好局、起好步？日前，百年人寿南

阳中支聘请专业律师，对公司本部的内

外勤人员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专题解读，掀起《民法典》学习热潮，

以强化内外勤人员法律意识，打牢合规

发展根基，为赢得 2021年开局营造良

好氛围。

在当天的专题学习活动中，该公

司总结了内外勤人员在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遇到的涉法难题，请专业律师

重点讲授了工作生活中常见的法律

问题。律师结合南阳近年来出现的

一些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耐心细致地

进行了讲解。听讲的内外勤人员一边

认真做笔记，一边不时举手提问、咨

询，学习气氛热烈。讲解结束后，律

师又与内外勤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

座谈。

专业的讲解、热烈的互动、精彩的

解答，让到场员工学到了很多法律知

识。他们纷纷表示，这次邀请专业律师

围绕《民法典》进行详细讲解，解答了自

己曾经遇到的法律疑问，“今天听完律

师的讲解，很受启发，自己今后在生活

和展业中会谨慎行事，一定会树立起法

律法规意识，不做触犯法律的事情，以

免追悔莫及。”

“合法合规，是公司生存、发展的

基础和生命线。《民法典》被称为‘社

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中国第一

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民法典》施行，这是我国法治

建设的里程碑，必将对我国人民的生

产、生活、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该

公司总经理郑烨在谈及这次专题学

习活动时表示，《民法典》已经施行，

让公司内外勤人员学习和了解《民法

典》非常有必要。 2021 年，是百年人

寿总公司确立的“合规年”，南阳中支

将不定期邀请法律专家到公司进行

普法教育，增强内外勤人员的法律意

识，促进公司“合规年”建设，确保监管

制度在公司得到全面落实，“只有人人

懂法守法，把法律和规定落实到每个

人、每个环节，公司才能实现持续稳

健发展”。②4

增强员工法律意识 打牢合规发展根基

百年人寿南阳中支掀起《民法典》学习热

本报讯 （通讯员金文

凡 王耀辉）“视觉盛宴，文

化之旅！”1月 10日上午，市

区的王先生谈起日前作为

中 国 人 寿 南 阳 分 公 司 的

VIP 客户参加的钧瓷文化

体验活动，仍显得十分兴

奋，“近距离感受了钧瓷的

历史和韵味，又结交了很多

朋友，令人难忘！”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

感恩回馈客户，该公司举

办了钧瓷文化体验活动，

组织近百名 VIP 客户，到

禹州市探秘神垕古镇，感

受钧瓷之美，参观中国钧

瓷文化园。中国钧瓷文化

园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全面

展示钧瓷文化为主题的皇

家园林建筑，是挖掘、保护、

传承、发展、弘扬钧瓷文化

的特色平台。客户团了解

了钧瓷的悠久历史、欣赏

了钧瓷独特的艺术之美，

无不被博大精深的钧瓷文

化所吸引，忍不住惊叹：

“太美了、太美了！”

随后，一行人来到神垕

镇锦丰源钧窑，参观了展

品，体验了钧瓷的拉坯工

艺。他们纷纷为活动点赞：

“咱们国寿举办的这个活

动，让大家既可以与艺术创

作近距离接触，又使人开阔

了视野，加深了对传统文化

的认识，非常棒！”②4

中国人寿南阳分公司

组织客户品味钧瓷

长生人寿南阳中支

携手打赢开年之战
本报讯（通讯员李 想）

长生盛放，容光焕发。1月
11 日，笔者从长生人寿南

阳中心支公司了解到，在该

公司日前召开的 2021年业

务启动大会上，特邀了南阳

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肖东

晓、长生人寿河南分公司个

险部总经理唐希波等到会

指导，与公司 150多名员工

共谋公司发展新局。

鼓励先进，树立标杆。

活动对该公司 2020年度优

秀人员进行隆重表彰。获

奖受表彰人员起身走上领

奖台，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他们脸上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随后，在大家

热情期待中，该公司发布了

新保险产品。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带领业务人员们对

长生福（御享版）进行了全

面学习和深度解析。参会

人员凝神聆听、认真学习，

为下一步业务拓展铆足劲。

咬定青山不放松，誓夺

金牛“开门红”。该公司振

奋人心的方案宣导、签署目

标责任状以及总经理母其

奎所作的年度工作报告将

会场气氛推向高潮。热血

沸腾的誓师表态，掷地有声

的宣言，振奋人心的报告，

为整个团队指明发展方向，

让与会人员激情澎湃，斗志

昂扬，纷纷表示要围绕公司

提出的 2021 年经营战略，

保持旺盛的斗志，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勠力同心，

共同打赢开年之战，夺取更

好成绩，推动公司发展更上

一层楼。②4

合众人寿南阳中支

街头宣讲金融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樊丽

娜）普及金融知识，远离金

融陷阱。日前，合众人寿南

阳中支组织员工到市城区

广场南街开展金融知识宣

传活动，积极履行金融企业

社会责任，认真落实相关金

融知识宣传普及工作具体

要求，以接地气的方式将金

融知识带给社会大众、带到

人民群众生活之中。

在活动现场，不少过往

市民被该公司通俗易懂的

宣传标语以及图文并茂、生

动形象的宣传册吸引，纷纷

接过宣传册并驻足观看。

该公司工作人员热情向市

民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风

险防范技能，讲解非法集

资、洗钱等各类经济犯罪活

动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

常见手段，指导社会公众全

面认识存款保险制度，引导

金融消费者选择合适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全面、客观

认识保险制度的作用。

“你们提醒得很及时

呀！”市民纷纷表示，看了宣

传册、听了员工讲解，今后

将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

意识，不会轻易上当受骗；

要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理性

投资，避免陷入非法金融陷

阱。②4

本报讯 （通讯员孙书芬）“感谢华

泰人寿保险公司，这次家里出了事情，

是你们给我家送来了温暖。”1月 11日，

笔者从华泰人寿南阳中支了解到，华

泰人寿新野支公司的业务员在客户王

先生家回访时，王先生将一面锦旗送

给业务员，并连声感谢该公司之前的

快速理赔和在理赔中提供的耐心、热

情服务。

“王先生平时比较疼爱孩子，又有

风险意识。”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王先生是华泰人寿新野支公司的客

户，2020年 1月，他为儿子投保了华泰

人寿我爱我家综合意外伤害保险，保

额 3 万元，保费 57 元。 2020 年 11 月 8
日，王先生的儿子不幸遭遇意外，溺水

身故。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该公司工作

人员在安慰客户的同时，耐心提醒王

先生及时准备理赔所需材料，协助他

办理相关手续。2020 年 12 月 8 日，王

先生向该公司提供了完整理赔资料，

公司予以快速受理审核并结案，当日

就向王先生赔付理赔款 3万元。

“家庭突发变故，是你们华泰保险

公司第一时间给予我们关怀，让我们

感受到了真诚的关心和温暖，也深切

体会到保险的真正意义。”王先生在收

到理赔款后显得非常激动，对该公司

信守承诺、及时理赔的服务，以及以客

户为中心的作风很满意，当场为自己

办理了一份保额 10万元的福佑一生终

身重大疾病保险，并给该公司送上锦

旗表达谢意。②4

客户亲属遭遇意外

华泰人寿及时理赔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张 燚）

客户是上帝，体现在服务

上，也体现在感恩行动中。

1月 10日，笔者从天安人寿

南阳中心支公司了解到，该

公司在市城区好莱坞国际

影城举行“温暖有爱，天安

相伴”观影活动，邀请 30多
位客户参加，以实际行动回

馈广大客户，让他们感受到

天安人寿心系客户、温暖贴

心的情意。

影片开始前，该公司邀

请广大客户共同观看了公

司发展历程介绍的视频资

料，随后一起观看了电影

《疯狂原始人 2》。该影片

搞笑幽默的剧情给客户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现场氛围热烈，欢声笑语不

断，纷纷对该公司组织的这

次观影活动叫好。

观影活动结束时，该公

司工作人员再次对客户给

公司的支持和信任表示感

谢，希望将继续与广大客户

携手同行，共创美好生活。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场观影活动加强了公司与

客户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拓

展了公司品牌宣传渠道，得

到客户好评，增进了与客户

间的感情，为未来业务良好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

后还将举办形式多样的感

恩活动，邀请更多客户参

与，回馈广大客户对公司的

信任和支持。”②4

天安人寿南阳中支

观影活动回馈客户

▶1 月 9 日下午，泰康人寿爱家之约（大健康

版）在南阳发布上市，成为泰康人寿 2021 年送给

市场和新老客户的一份饱含关爱的新年礼物，在

冬日里掀起一场爱家热潮。泰康人寿爱家之约

（大健康版）保险产品将用“产品+服务+生态”打

造极致体验，形成“大健康全保障，全天候全病

程”的家庭健康保障方案。②4

通讯员 郑丽平 摄

◀日前，由阳光财险南阳中支员工组成的南阳阳光保险雷锋营，携手南阳医专一附

院、邓州基层医生雷锋营、吧友营，组织多名消化科专家和心脑血管病专家到邓州编外雷

锋团，为雷锋生前的战友及当代雷锋传人近百人进行免费体检，以送健康、送温暖的形式

传承雷锋精神。②4 通讯员 董朝英 摄

产品加服务呵护全家健康

免费体检传承雷锋精神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曹立峰 通讯

员王 丹）“感谢你们，有了你们公司的

‘生猪期货’给我撑腰，我就可以放心

大胆养猪了。”1月 8日上午，站在淅川

县福鸿达种猪繁育场大门前，该场负

责人裴公民握着太平洋产险南阳中心

支公司工作人员的手喜笑颜开，“今后

我养猪就没有担心价格下跌的后顾之

忧了，下一步争取把养殖规模再扩大

一些！”

当天，在市保险行业协会和淅川县

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太平洋产险河南

分公司与华泰期货郑州分公司、华泰长

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强强联合，在淅川

县实现了河南首批生猪“保险+期货”

项目顺利落地，为当地生猪养殖户保

“价”护航。

“南阳是全国生猪养殖大市，年出

栏生猪逾 1000万头，生猪产业的稳定

发展和保障，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百姓日

常生活的头等大事。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加快推动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

能力升级，是我们坚守的初心和不可推

卸的责任。”太平洋产险南阳中支党委

书记、总经理刘冰表示，除了南阳，这次

成为河南省首批生猪“保险+期货”项

目落地地区的还有郑州市和漯河市，

“本次仅在淅川的首单项目就覆盖

1400 余头生猪，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近

500万元。”

据悉，此次生猪“保险 +期货”

的落地，开创了河南省保险行业利用

期货金融工具保障养殖户生猪价格的

先河，通过有效发挥保险和期货市场

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引导生产者按照

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保障生猪供给为

目标，针对生猪养殖产业“猪周期”

的痛点，为养殖户化解价格下跌风

险，以保障生产者的合理收益，提高

其生产的积极性，是金融创新助力生

猪稳产保供、服务“三农”的生动实

践，将为河南开展生猪“保险 +期

货”提供有效的借鉴。

“‘保险+期货’作为期货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已经连续 5年
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我国金融

市场探索推出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模式。”

刘冰介绍说，河南首批生猪“保险+
期货”项目的顺利落地，是河南太保

发挥自身保险专业优势，深度服务

“三农”，助力生猪养殖业快速恢复的

积极行动。接下来，河南太保产险将

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基于各地特色产

业做大做强“保险+期货”项目，助

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夯实乡村

振兴基础作出贡献。②4

我省首批生猪“保险+期货”项目顺利落地
生猪期货让南阳养殖户吃下“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