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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太保寿险苏州
分公司发布了2019年理赔报
告。数据显示，去年该公司理赔
件数 108550 件，同比上涨
1.61%，理赔总金额3.92亿元，
同比上涨29.8%。服务客户
55678人次，个人业务理赔出
险支付时效45.85天，个人业
务申请支付时效1.44天，获赔
率达98.96%。风险分析显示，
疾病出险占比最高，达85%。

“顶梁柱”获赔避免生活重创

家庭顶梁柱一旦发生意
外或疾病丧失工作能力，那
么其家庭就断了主要经济来
源，生活将因此遭受重创。
根据中国太保寿险苏州分公
司发布的理赔报告，48岁
被保险人董女士是一家企业
的负责人，也是家中主要的
经济来源。为防范风险，董

女士不断检视自身保障，于
2012年至2018年间陆续为
自己投保多份保险。去年1
月，董女士发烧后出现头痛
症状，10 余天仍不见好
转，遂至医院诊治，确诊为
神经听良性肿瘤，遂做了开
颅手术。去年5月16日，董
女士申请重大疾病理赔。5
月27日案件审核结束，本次
事故符合保险责任，共赔付
重疾保险金198.87万元。

中国太保寿险苏州分公
司工作人员提醒，重疾险担负
着重疾治疗费用和康复期等
的经济支撑。当罹患重疾时，
提前给付的重疾保额可以让
患者更从容地就医，不必担心
医疗费用问题。在配置商业保
险时，应优先考虑“顶梁柱”。

甲状腺癌呈年轻化趋势

为防范风险，母亲为28
岁钱女士投 保了重疾险。
2018年 8月，钱女士在体检
时查出甲状腺结节，未予治
疗，去年4月，至医院复查发
现情况不容乐观，遂进行手
术，术后病理确诊为“甲状腺
乳头状癌”。钱女士在保单服
务人员的协助下，向公司提交
重疾理赔申请，共获赔付重疾
保险金86.55万元。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提醒，
甲状腺癌呈年轻化趋势，客户
在做好相关预防措施时，更应
趁年轻尽早买，为自己投保充
足的重疾保障。个人投保医疗
险也要“趁年轻”。数据显示，支
气管肺炎、急性扁桃体炎、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是该险种出险
的前3大原因。3岁以下婴幼
儿出险高发，占到33%，3~
10岁儿童占到31%，之后随
着年龄增长出险递减，30岁
以上出险再次高发。

意外险赔款延续对家人的爱

分析显示，意外出险占比
15%，滑倒绊倒或摔倒、被物体
钩住或夹住、被动物咬伤或抓伤
是意外医疗主要的出险原因，而
交通意外、溺水滑倒绊倒或摔倒
是意外身故的主要原因。被保险
人王先生2015年起为自己投保
了意外险。去年8月2日，王先生
不幸遭遇车祸身故。中国太保寿
险苏州分公司助力快速理赔，去
年9月17日顺利结案，共赔付身
故理赔金300万元。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
和危险，而意外是难以预测和
控制的，当意外发生时，对人
们的打击和造成的损失是非常
大的。配置一份意外保险，会
大大增加应对能力，提高对风
险的抵抗力。 （太保寿险）

中国太保寿险苏州分公司发布2019年理赔报告

建议优先为“顶梁柱”配置商业保险

本报讯 1月 5日，人保
财险吴江中心支公司召开
2020年度工作会议，同时对
2019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进行了表彰。本次会议颁
发了涵盖党、团、工会等在内

的10个奖项，获奖先进集体
7个，先进个人38人，涉及
面广，覆盖人数众多。同时，
中支公司主要负责人陈洪亮
在会上向为公司发展辛勤付
出的中支公司广大干部员工

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极大地鼓舞了员工锐意进
取、勇于超越的拼搏精神。

一直以来，中支公司致力
于打造成为区域市场“核心竞
争能力强，经营管理绩效优，社
会公众口碑好，员工幸福指数
高”的领军企业。“员工幸福指
数高”始终是中支公司不懈追
求的目标，为此公司不断了解
员工真实需求，采取针对性措
施，从各方面着手，保障员工利
益，提升员工幸福感。

一是以专业促发展，提供
优质学习平台，畅通发展渠
道。2019年，中支公司聚焦
专业能力建设，成立“松陵书
院”，系统性打造吴江公司专

业培训体系，同时积极组织员工
参加市分公司“干将大学”培训，
采取针对性培养措施，提升团队
专业能力、员工专业技能，畅通
员工发展渠道。二是优化办公职
场，坚持常态化关怀。2019年进
行了职场改造，外部租赁车位供
员工停车，不断优化办公环境。
三是完善福利制度，恢复员工
生日餐、慰问退休老员工、节
假日福利等制度，常态化关怀
员工，提升员工幸福感。

2020年，中支公司将进一
步深入贯彻以“人的发展为中
心”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提升员工幸福感，为进一
步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打下坚
实根基。 （柳亭）

人保财险吴江中心支公司：
坚定不移提升员工幸福感

本报讯 2007年，刘先生投保中国
人寿康宁终身保险，基本保额10000
元。2019年12月19日，95519接到电
话报案，称刘先生12月18日经医院诊
断为肝癌。国寿吴江支公司接到报案
后，立即安排理赔人员与刘先生取得联
系，当天就携带鲜花至医院探望，协助
刘先生办理申请手续。

刘先生、护士以及同病房病友对国
寿吴江支公司温馨的服务赞不绝口，夸
赞中国人寿服务周到、理赔及时，真正

实现了让客户足不出户的服务承诺。为
中国人寿点赞。

理赔小提示：
1.出险日期在保险合同生效2年后的

个人长险保单；
2.出险后3日（含3日）内报案；
3.被保险人首次罹患恶性肿瘤、病

理诊断明确且无需调查。
凡同时符合上述3个条件的重疾险

赔案，中国人寿将优先通过“重疾一日
赔”绿色通道处理。 （吴国寿）

中国人寿吴江支公司
快速理赔彰显暖心服务

本报讯（融媒记者韦利红）刚刚过
去的2019年，太保产险吴江中心支公
司在转型改革中，上下一心，继续实现
了业务的平稳增长，为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险保障。

2019年，太保产险吴江中心支公
司保费（含个信保）突破5.2亿元，同
比增长12.29%。车险和非车险保费均
稳步上扬，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保费

和盈利能力居吴江市场首位。
过去的一年，公司党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对标一流，看齐先进，以党
建促发展，不断提升“追星逐月”党建
品牌，坚持党建带动工会、团总支等各
个条线工作，以党委为核心带动群团，
形成合力，公司也因此形成了太保集团
的“吴江经验”，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引领着各项工作快上新台阶。

太保产险吴江中心支公司
2019年在稳增长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月8日，正值太平洋产险
吴江中心支公司成立24周年，为感谢
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支持，中心支公司
举行了系列司庆活动。

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2月8
日开展抽奖活动。凡是到太平洋产险吴
江中支柜面（东太湖大道门店）购买商
业保险的客户或是上门办理理赔的客户
均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如关注太保产
险苏州分公司官微，即可获得小礼品一
份。两者可兼得。

为了践行“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
司”的使命，公司每年借助司庆，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这几天虽然天气阴冷，但太

保吴江中支人的献血热情不减，员工们纷
纷涌入献血屋，捋起袖子等候医务人员验
血、采血，献血屋里顿时涌动着一股爱心
潮，大家用实际行动为生命加油，使寒冷
的冬天漾满了浓浓暖意。目前累计献血人
次达250余人。大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不忘常怀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力所能
及地去关爱需要帮助的人。

此外，在司庆期间，公司志愿者还看望
了区福利中心儿童，结对社区孤寡老人等。

扶弱济贫，奉献爱心，太平洋产险
吴江中心支公司将继续关注社会公益事
业，勇挑社会责任，做一家负责任的保
险公司。 （吴太保产）

太平洋产险吴江中心支公司
举办建司24周年系列活动

语文课，抄写名言并默
写，我行云流水，交了抄
写，又自背自默。其他同学
还在奋笔疾书，我已跷着二
郎腿了。樊老师拿起我的抄
写本，查看一番后问：“看
仔细，抄正确了？”“肯定抄
对了。”这四句名言，我早
背得滚瓜烂熟，哪能有错。
谁知，樊老师打了两个红叉
叉，递还给我。

“默写肯定不会错。”我
想给自己挽回点颜面。樊老
师笑了：“错了怎么办？”我说
那就扇我一个耳光。“这可不
行，我从没扇过别人耳光。”
樊老师开起了玩笑，“万一传
出去，樊小园老师扇储俊昊
同学一个耳光，我一世的英
明不就毁了？”嗯，也是。我的
视线落在桌角的水杯上，发

誓道：“我把壶里的水全喝
光。”老师拿起了水杯晃了
晃，笑着同意了。苍天啊大
地啊，我真是猪脑子。抄都
抄错了，默错的概率肯定更
大啊！难怪樊老师笑得那么
不怀好意。

课间，樊老师拿着手机
找到我：“储俊昊，直播喝
水了。”原以为老师说着玩
的，没想到糗事成真。我回
教室拿出水杯，同学们一窝
蜂围拢过来。樊老师倒了点
水在手上试了一下水温，又
给张誉程试喝一口。“不烫，
可以喝。”张誉程幸灾乐祸。
唉，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我拿起水杯，对着镜头，一阵
豪饮。身边看热闹的夏子杰
拿着杯子的下端，一直捣乱。
喝完半瓶，我皱着眉艰难地

喘气，樊老师笑道：“怎么搞得
像在喝白酒？”

750毫升的水，喝完，我
满肚子都是水，走路都得小心
点，怕晃出一口水来。一上
午，我跑了6次厕所。

老师点评：
“樊老师倒了点水在手上

试了一下水温，又给张誉程试
喝一口。‘不烫，可以喝。’张
誉程幸灾乐祸”，这个细节捕
捉得真好。“750 毫升的水，
喝完，我满肚子都是水，走路
都得小心点，怕晃出一口水
来。一上午，我跑了 6 次厕
所”，这个结尾有意思。

评后感言：
小作者对抄写、默写的正

确率自信满满，谁知接二连三
地出现差错，掉进了老师挖好
的“坑”里，上演一场引得同
学兴奋围观的“喝水直播”。
有趣的画面，好玩的故事，满
满的童年味道。

（指导老师：樊小园）

难喝的水
思贤实小六（6）班 储俊昊

马上要过年了，妈妈带我去
买鞋。

给我买好鞋子，妈妈就开始
给自己买了。我们来到了成人的
鞋店，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各式各
样琳琅满目的鞋子，有毛茸茸的
雪地靴，有休闲的小白鞋，有酷
酷的马丁靴，还有穿上显得气质
非凡的皮鞋。

“您是要买过新年穿的鞋子
吗？”服务员热情地招呼，“我来
帮你们介绍一下吧。”妈妈点了
点头，服务员便开始介绍，“这
款雪地靴穿上去很暖和，而且不
挤脚，好多人都买了。”妈妈试
了试，感觉挺舒服的，又看了看
价钱，“这么贵，一双雪地靴都
要500，不行，换一双。”

服务员又给妈妈介绍了小白
鞋：“你看，这款小白鞋里面是
加绒的，洗起来也挺方便的。”

“白球鞋很容易脏的，总是要

洗，还是换一双吧。”妈妈皱起
了眉头。我站在一旁有些不耐烦
了，妈妈每双鞋都能指出一个缺
点，那要是每双鞋都推荐一遍，
我要等到猴年马月呀？

服务员又耐心地介绍了一双
马丁靴：“这款马丁靴现在很流行
的，我推荐您买这一双。”妈妈直
摇头：“不行，这不符合我的气质，
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我觉得服
务员应该有点无奈吧。

“这款皮鞋穿上去显得气质
非凡，还耐脏。”最后服务员介
绍了一双皮鞋。妈妈看了看服务
员手里的皮鞋：“这双皮鞋看是
挺好看的，但是穿久了皮会不会
开裂呀？”“不会啊，我们店的鞋
质量挺好的。”服务员说着，妈
妈还是摇了摇头……

我的妈妈怎么这么挑剔呀？
忙活了大半天，妈妈最终什么也
没有买成。 （指导老师：卫华芳）

挑剔的妈妈
梅堰实验小学四（4）班 徐涵宇

作为一个热爱美食者，怎么
可以只会吃，不会做呢？奶茶入
口醇香浓厚，经过大半年的练
习，如今做奶茶也成了我的拿手
好戏。

奶茶，顾名思义，是由牛奶
和茶混合而成的。用开水泡红
茶，过个十分钟就泡开了，一股
股清香钻进你的鼻子。接着就是
过滤，再将红茶和牛奶搅拌在一
起。就这样简单的几步，香喷喷
的奶茶就出炉了。如果不够甜，
那就让白砂糖到奶茶里旅游一
番，奶茶就能满足你的口福！

比起饮品店的奶茶，我做的
奶茶缺点味道。虽然材料有限，
但肯定是最健康、最绿色、最温
暖的。妈妈以前从不爱喝奶茶，
品尝多了很容易腻。自从我学习
做奶茶后，妈妈的口味就变了，
肚子咕咕叫时，便嚷嚷道：“优
优，点杯奶茶！”我的听觉“触

角”一接收到任务，就在厨房中
动起手来。每次做好奶茶端到妈
妈身边，她总会美言几句，我表
面上不动声色，转个头笑容可藏
不住了，那叫倍儿乐。

2018年的雪下得很大，父
母的几个朋友来我家做客。从白
雪世界来的客人现在一定冷冰冰
的吧。我见状，便做了几杯淡淡
的，既能暖手也能暖胃的奶茶。
客人们嘴角上扬，妈妈还特地告
诉他们我的“独家秘方”。后
来，不管谁到我家，我都要展示
下自己的手艺。而那一个个空空
如也的杯子就是对我最好的评
价。

在众多拿手好戏中，做奶茶
是我最喜欢也是我最特别的一个
特长，它总能带着我的心意进入
家人、亲友的心里。无论做什么
事，只要你坚持不懈地练习，就
一定能收获成功。

做奶茶
青云小学六（2）班 田羽纯

“沙沙沙，沙沙沙”，笔在
我手中飞舞着。“哇，终于写
完了！”我如释重负，心里一
阵欢喜。原来，我们班正在举
行现场作文比赛呢！

一天、两天……咦，老师
怎么还不公布作文比赛结果
呢！成绩一天不公布，我心
里就紧张，生怕不得奖。终
于，我忍不住了，鼓起勇气
来到了办公室，问：“叶老
师，作文比赛什么时候公布
结果啊，我都等不及了！”老
师微笑着说：“明天公布成
绩。”我听了，倒吸了一口凉
气，看来，我能不能得奖就看
明天了。

那天，我早早地来到教
室，等待作文比赛成绩。不知
为何我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一样
紧张。上课了，只见老师捧了
一些奖状进来。“如果我拿到
了奖状，那多光荣啊！”我美
滋滋地想着。“先公布三等奖
名单！”老师一个个地报着名
字，我的心就仿佛被一个个
看不见的拳头重重地捶打
着，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
了。我竖起耳朵专心听，生
怕错过。可是从头到尾三等
奖中都没有我的名字。我失
望地趴在了桌上。“接下来是
二等奖，只有三个名额哦！”
老师不紧不慢地说着。啊！只

有三个人，看来我没希望了，
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崔恩泽！”让我万
万没有想到的是，老师第一
个就报到了我的名字，还当
众表扬了我。这是一个辉煌
的时刻，我愁眉苦脸的表情
马上烟消云散了。我感到十
分自豪与光荣，飞快地跑到
了讲台旁，接过了奖状，既
惊喜又激动，感觉比吃了蜜
还甜。

下课了，我的心儿还怦怦
跳！真是有惊无险，惊喜连连
啊！想着想着，我不由得微微
笑了。

（指导老师：叶建珍）

我的心儿怦怦跳
七都小学四（2）班 崔恩泽

一场冬雨一场寒。清晨的冷
气惊醒了我，睁开蒙眬的双眼向
窗外望去，那一抹金黄吸引住了
我。

灰黑色的路面，一层黄叶铺
垫着，远远望去就像冬姑娘的金
色纱裙撒落人间，雨珠点缀其
上，增添了不少灵动。一路金
黄，一路晶莹，绵延至远处。有
了这天然的装饰，眼前阴沉的天
空似乎也并不那么昏暗了。

我跑下楼，只见黄山栾树树
枝上的黄叶摇摇欲坠，像衣衫
单薄的小精灵在瑟瑟发抖；低
头一看，被冬雨打落的黄叶有
的已残破不堪，有的却还泛着丝
丝青绿……

就在我驻足停留时，一位环
卫工人拿起大扫把“哧啦哧啦”

忙活起来，黄叶卷着湿水被堆成
厚厚的一摞。零星的两三辆汽车
呼啸而过，黄叶被风带着飘飞起
来，像蝴蝶翩翩起舞，在空中停
留过后又飘落下来。一群小朋友
嬉笑着跑了过来，有的从地上捡
拾起美丽的落叶，有的叽叽喳喳
在人行道上打闹，有的拿起身旁
的大扫帚“唰唰”地扫地，给这
幽静的街道增添了几分生趣。

我环顾四周，香樟树依旧挺
拔翠绿，向人们展示着它不变的
蓬勃生命力。而黄山栾树时而紧
裹绿色旗袍，时而身着一层金
纱，交替绽放魅力，似乎以另一
种方式呈现着生命的延续……

黄叶飘落在我的脸颊，我心
底泛起了温暖的涟漪。

（指导老师：徐青）

落叶缤纷美
吴江实小太湖校区五（4）班 水语捷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清晨5
点，我就起床了，因为我要和爸
爸妈妈一起参加“‘一杯姜茶’
温暖苏城”活动。

这也是妈妈组织的一次班级
活动。5点半左右，我们赶到集
合地点，那里已经有一些同学。
妈妈召集大家签到后，说：“早
上很冷，组织小朋友们参加这个
活动，一个是奉献一份爱心，另
一方面希望大家多体验一下环卫
工人劳动的辛苦，做一个讲文明
的好孩子！”然后，大家分成了
3个组，四处寻找环卫工人和早
起的人们，送上自己熬制的姜
茶，给他们带去温暖。

我和薛艺馨看见一位正在扫
地的老伯伯，赶紧上前把倒好的
姜茶送上去。我说：“伯伯辛苦
了，新年快乐！”伯伯接过姜
茶，笑呵呵地说：“谢谢你，好
孩子！”妈妈让我们接过扫把试
着扫下地。我抱着大扫把，扫了
一会儿，感觉很沉，就还给了伯
伯。

随后，我们又来到菜场，给
摆摊的阿姨倒了一杯姜茶。阿姨
说：“谢谢你！”我问：“阿姨，
你是几点起来的？”阿姨说：“我
是4点起来的，因为要先领新鲜
的货，再摆摊。”爸爸说，他看
到旁边另一位接过姜茶的阿姨激
动地流泪了。没过多久，我们的
姜茶就送完了。

回到集合地，妈妈给我们分
发了礼物和纪念证书，还有两个
阿姨给我们分了糖果。妈妈
问：“小朋友们，有什么感
受？”苗以诺说：“我感觉环卫
工人很辛苦，每天早上这么早
就起来了，我要爱护环境，不
乱扔垃圾。”拿着证书和礼物，
我感到很开心，因为新年第一
天，能为别人带来温暖是很有
意义的事。

妈妈说：“苏州还有其他小
朋友和叔叔阿姨参与了这项活
动，一个人，一杯姜茶，温暖一
座城市。”

（指导老师：沈晨）

“一杯姜茶”温暖苏城
鲈乡实小仲英校区二（1）班 刘嘉泽

颁奖现场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