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保财险今年春节期间推出了
“心服务”系列活动，活动包括了
“春节理赔服务不打烊、线上线下
‘心服务’、私家车免费安全检测、
空地一体保驾护航、回家路上全程
保障”等五项服务，旨在为广大客
户春节返乡回城出行提供更好的保
障，营造“回家、团圆、喜庆、和谐、幸
福”的春节喜庆气氛。冬春交际，“心
服务”活动已接近尾声，但人保的服
务始终在客户身边。

一是春节理赔服务不打烊。依
托公司理赔服务网点和理赔服务移
动终端，向公司承保的所有客户提
供7×24小时随时随地全天候报案
受理、出险查勘等理赔服务和理赔

咨询服务；同时，依托社会快修服务
资源，搭建春节期间合作快修网络，
在春节期间，向公司承保的所有车
险客户提供小事故快速维修服务。

二是线上线下“心服务”。线
上“心服务”：通过线上“心服务
站”，向客户提供在线保险咨询、
在线理赔、用车小常识等“心服
务”。服务时间：2018年2月1日
至2018年3月12日。线下“心服
务”：在高速服务区设置线下人保

“心服务站”，为客户提供快速理
赔、业务咨询、医疗帮助和路线指
引等服务，并在PICC江苏人保微
信公众号建立线上“心服务站”提
供免费救援、微信理赔、轻微互碰

自赔及理赔查询和咨询功能。
三是私家车免费安全检测。车辆

长时间行驶、高速行驶或遇到复杂路
况，均会引发各种故障，为保障客户
的出行安全，依托公司认证推荐的汽
车修理企业，在春运期间，向客户提
供免费检测服务，全面保障客户用车
安全。

四是空地一体保驾护航。提供直
升机救援与地面救援车、查勘车相结
合的“空地一体化”特色救援服务。
对投保商业车损险的9座以下（含9
座）家庭自用汽车和非营业客车的客
户提供免费救援服务，因车辆故障需
拖车、搭电、换胎，均可通过PICC
江苏人保微信公众号“微信救援”自

助发起，或通过拨打救援服务专线电
话“95518转9”享受全国范围内的
不限次免费故障车救援服务。

五是回家路上全程保障。客户可
以通过微信关注“中国人保”或下载

“中国人保”手机APP，在线免费领取
1份交通工具意外险，保障出行安全。

人保财险“心服务”活动让理赔服
务有温度，活动开展过程中发生许许
多多感人的故事，人保“心服务”也
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和赞扬。吴江中
心支公司理赔人员积极参与活动，从
春节至今一直坚守岗位，无惧疲惫与
严寒，为广大客户提供暖“心”服务，展
现了人保理赔的风采，彰显了人民保
险服务人民的金字品牌。 （吴人保）

人保财险“心服务”树立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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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太平洋产
险吴江中心支公司向客户发
送驾车安全出行指南，春节
期间，又在全国主要高速路

口、服务区设置服务网点，
提供快处快赔理赔服务以及
胎压检测、电瓶搭电、加水
送油等增值服务。

“金钥匙”一站式 全程无虑全程安

今年1月，杨女士驾车
时不慎与别的车辆碰擦，她
因手头忙着上新项目，无暇
顾及修车、理赔等。在她报
案后，太平洋产险吴江中心
支公司客服人员向其推荐了

“金钥匙”服务——全程代办
车辆修理和保险理赔。

“金钥匙”服务是太保产
险车险理赔“太好赔”创新
服务的代表，针对客户不熟
悉理赔流程等情况，推出

“金钥匙”服务管家，即当客
户同意“交钥匙”后，公司
的服务管家为客户提供接车
送修、维修跟踪、索赔代
办、验车交付等一站式服

务，让客户免去车辆维修的
“无助之烦”和理赔流程陌生
的“茫然之忧”，全程无虑全
程安。

在杨女士接受“金钥
匙”服务后，服务专员按照
约定上门取车。在接车现
场，服务专员使用微信确定
了车辆损失，杨女士即刻就
收到了赔款。同时，为方便
杨女士用车，在车辆修理期
间还提供了代步车服务。更
让杨女士意外的是，她想了
解维修进度和车辆位置，打
开微信一目了然。当车辆修
复一新交到杨女士手中后，
杨女士满意地表示了感谢。

太平洋产险吴江中心支公司：

让“太好赔”“金钥匙”服务 暖心到家

“e柜”作为中国人寿全新
一代柜面服务系统，将全面上
线，让服务走出柜台。

“e柜”服务主要包括 e掌
柜、e柜通、e柜拍、e快印等。

e掌柜：服务人员通过移动
端可全面了解当前排队情况以及
排队客户信息，方便服务介入、
优先叫号。

e柜通：客户利用移动设备
扫描二维码进入服务端可快速办

理保单还款、保单借款、权益查询等。
e柜拍：服务人员通过移动端

拍摄保全、理赔所需客户资料，实
时上传至云端（本地不留存）。

e快印：利用智能打印系统，
客户可自助打印相关凭证（包括电
子发票）。

告别排队时间长、柜面秩序
差的传统大厅服务，中国人寿全
新的“e柜”服务给客户全新的
体验。 （吴国寿）

中国人寿“e柜”服务将全面上线

本报讯 2017年5月，海南
吴女士为孩子投保了价值10万
元的重疾险。今年1月，吴女士
的孩子被确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随后入院治疗。吴女士向
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提出理赔申
请。接案后，太平人寿理赔服务
人员小王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探
视，同时协助患儿父母办理理
赔。

在沟通过程中，小王了解
到，患儿的理赔材料落在家中，
这使得当天完成材料递交的愿望

落了空。“住院费一天1万元，要
是理赔能早点下来还好一点。可这
孩子要人照看，我俩谁都走不
开。”窘迫的患儿父母，让小王暗
下决心要尽可能帮助这家人。

在取得客户同意后，小王独自
踏上了前往海南澄迈县桥头镇大昌
村的路。由于小王及时取回理赔材
料，10万元理赔款以最快的速度
交到了吴女士手中。吴女士表示，
幸好有了理赔款，在经济上能稍微
缓和一点，她和丈夫还想带孩子继
续去大医院看病。 （太平人寿）

太平人寿助患儿快速理赔

一天上午10点，客户王女
士来到中国太保寿险深圳分公司
提交医疗费理赔资料，在客户经
理帮助下，王女士下载了“太平
洋寿险”APP，用“太e赔”做
了报案、提交申请资料。11点
05分就收到了理赔金到账的短
信通知。王女士对中国太保的

“太e赔”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太保寿险通过“客户服

务自助化、营运作业自动化、服
务流程无纸化、数据应用智能
化”策略，运用太 e 赔、e 闪
赔、云调查、远程鉴定等创新产

品，搭建数字化浪潮下的理赔服务
新体系，打造极速、极简、有温度
的理赔服务新体验。

以“趣活动”“购产品”“享服
务”和“友消息”四大板块为核心
的“太平洋寿险”APP，系太保寿
险自建客户端平台，注册用户已突
破1000万。“太平洋寿险”APP
在2.0版本升级过程中，不断完善
保单生命周期内基础服务，加快保
险科技应用，陆续上线洋洋智能客
服、电子保单等功能，全面升级理
赔作业模式，让理赔服务更温暖。

（太平洋寿险）

太保寿险理赔用“新”更用心

数据驱动创新 保障车主安全升级

除“金钥匙”外。节日期间，公司
还推出了数据驱动的中国车主成长计
划，8大场景5大等级，结合场景化互动
问答采集的客户驾驶行为数据，为用户
进行出行风险指数测评，提供专属安全
驾驶报告。同时，通过活动发布多项车
主关怀及激励措施，为车主打造全方位
安全驾驶保障计划。数据显示，车主成
长计划发布上线一个月来，已有近70万

车主加入了该计划。
2016年7月，中国太保创立了车险

理赔服务品牌“太好赔”。“太好赔”从车险
客户的需求出发，对车险理赔服务、流程
和工具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规划，构建了

“三极三动，无忧无虑”的服务体系，搭建
“移动、自动、互动”技术支持，推出“人伤
无忧”和“车损无虑”服务，实现“极速、极
易、极暖”的客户体验。

近半案件自动处理 支付周期领先行业

“太好赔”推出以来，上万名太保理
赔员齐心协力，每天超过2万名客户享
受极致服务体验。2017年，车险案均报
案支付周期达到10.8天，同比缩短6.1
天，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近50%的
车险案件无需人工审核、全程系统自动
处理，38%的案件在事故现场完成赔
付，47%的案件在出险当天完成赔付。

如今，每天有3800名查勘员使用指尖查
勘、1200名使用指尖人伤为客户提供移
动理赔服务。每月有5万名、约14%的客
户选择通过微信自助完成理赔，微信自助
理赔的平均结案周期不到1天。凭借服务
创新和良好口碑，“太好赔”先后获评中国
保险年度服务创新项目和“金诺奖”年度
杰出保险产品品牌传播奖。 （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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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20509063213310F
913205090880085670
91320509586650923Y
32050978557541X
32050978557541X
913205097481642162
9132050960829940XX
91320509338919225J
320584569186639
91320509398281526D
320584775417821
91320509696730799X
91320509081510159X
91320509775419691A
320584677625184
91320509746814860X
91320509085908631L
91320509589971546L
320584750549836
91320509785574003X
91320509MA1MATCM9A
913205093465223673
320584566809474
91320509595627661X
91320509398211878K
913205097186172105
91320509064543266N
91320509050281103F
91320509670132387M
91320509086939923F
9132050939830533XU
91320509MA1MEUNU9F
320584691342017
91320509566846099A
913205090502871934
91320509064518175U
91320509788360908F
91320509MA1MNMCQ3K
91320509596947800J
91320509628460838P
9132050958661843XY
320584313901045
91320509053525927X
91320509583790752J
91320509MA1MY2NT33
91320509MA1N4RUD2E
91320509MA1N5B744C
91320509MA1N233Y6M
91320509MA1TBLGA6M

吴江市喆明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润旺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盟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江市玖博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啸奇鸿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丰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吴江市伊利达纺织整理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福园门窗厂
吴江市亨斯曼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信仕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蜀都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米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裕隆酒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胜得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海博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尚升艺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克洛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永平橡塑厂
吴江市有亮喷织厂
苏州天晗进出口有限公司
苏州艾骏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苏州衣舜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明荣城市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明荣城市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秋泽化纤厂
吴江市恒达布业有限公司
苏州聚久寿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良震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巨鸟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创冠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泰转移印花有限公司
苏州市豪勤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江大程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名盛丝绸有限公司
苏州方亿蓝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宜鸿投资有限公司
吴江市益佳服饰面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溢恒布业有限公司
苏州诚忠月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习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云瑞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卓涛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淼杰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永群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日凯纺机有限公司
苏州盈和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国琦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紫来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龘山酒业有限公司
苏州华丹娜服饰有限公司
吴江市久达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聚遥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珠容纺织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江市洁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思目堂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吴江巨博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钱氏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飞春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璟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冠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盛南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漫潮社游艺厅
苏州仁恒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浪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柒壶茶业有限公司
苏州乾诺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0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0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1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0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5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0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5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0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5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5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1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69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7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8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1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5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7〕707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5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0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4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5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1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1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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