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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部分理赔明细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保险），于2002年
5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2003年 6月 18日
正式开业。公司注册资本金60亿元。是一家全国性的寿险
公司，民生保险都昌支公司是民生保险驻县级服务机构，于
2009年3月开业，至今已迈入第10个年头。

经过多年的发展，高素质、精专业、最诚信的队伍建立起
来了，从最开始的4名内外勤员工到现在拥有1个总监区，8
个营业部，内外勤员工455人；年新单标保保费1600万以上，
为全县80万父老乡亲送去最贴心的保障服务。是该县寿险
市场首屈一指的寿险公司，名列民生保险全国十强单位
（2018年开门红更是名列全国第一），被民生保险江西分公司
评为“江西民生天下第一支公司”、“开门红卓越支公司”、“千
万支公司”等荣誉称号。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专线（95596）为用户提供全天候投保
咨询及理赔报案等服务；“民生保险微管家”自助服务平台的

上线，满足用户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保单查询、续期缴费、理赔
报案等多项在线服务，简单快捷；公司在每年客服节期间，邀
请客户组建客户服务体验师团队，通过客户对业务流程、服
务效率、服务品质等方面的亲身体验，找出公司客户服务工
作中的痛点和不足，促进公司客户服务水平的有效提升。

民生保险一贯坚持“稳健经营、合规经营”的经营原则，
高度重视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推动公司健康发展。民生
保险坚守“为民生服务”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尽
己所能回馈社会。多年来，民生保险持续参与大灾救助、帮
扶社会教育事业、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累计捐款逾千万；
2015年，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3370万元，用于孤贫、残疾
儿童的医疗救助；2015年出资 5000万元设立了民生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并每年将年度税前利润的12%捐赠给民生人
寿保险公益基金会，用于符合其业务范围的公益事业。截至
2017年12月底，基金会共收到捐款2.634亿元。

“一切以用户为中心”是我们始终贯彻的经营理念，提升
服务满意度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出发点和追求目标。全行
业率先推出非常“6+1”快速理赔服务，都昌县已累计赔付上
千起理赔案，赔付金额达数百万元。公司还通过全面的福利
保障、透明的收入体系、公平的晋升通道、系统的专业培训及
各种荣誉体表彰与团队活动，营造创业文化与家园文化。

从 2007 年 1 月 1 日期，民生保险在行业内率先开
展了“非常 6+1”爱心天使在行动快速理赔服务活动。
此项活动的开展旨在提高理赔服务品质、打造公司服
务品牌、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为客户提供专业、友善、
便捷及差异化的理赔服务。

“非常6+1”的“6”指：
1.马上给——小额件当日结
赔付金额≤3000 元，且无需提起调查和二次核保

的理赔案件，当日结案。
2.及时雨——及时上门服务
对于赔款金额较大的理赔案件，在客户报案后，

根据需要，我公司服务人员可以主动上门为客户提供
慰问、咨询、协助客户准备索赔资料等服务。

3.“倒”赔钱——延滞支付利息
赔付金额 10 万元以内、资料齐全的个人业务理

赔案件 10 个工作日内结案，超出 10 个工作日的向客
户按 3%年复利支付延滞利息。

4.解燃眉——预先给付赔款
被保险人发生死亡、重疾、伤残等严重事故，因特

殊原因导致理赔申请材料不齐全，在可以认定保险责
任的前提下，我公司可以向受益人预先支付部分赔
款，以解燃眉之急。

5.快回答——咨询快速回复
客户对我公司理赔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公司提

出申诉，我公司服务人员在接到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
将回复意见通知申诉人。

6.加急报——实时短信通知
客户提交理赔申请资料后，我公司会在理赔立案

和结案当日分别短信通知客户理赔处理进度及理赔
结果。

“1”指一切以用户为中心。

地址：都昌县万里大道财政局对面民生保险二楼 咨询电话：0972-2323538 0792-2320037

团队风采团队风采

非常“ 6+1”特色理赔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立案号
86360420160510000004

86360420170510000141

86360420170510000112

86360420170510000127
86360420150510000109
86360420150510000098

86360420170510000046

86360420150510000083
86360420170510000032
86360420160510000043
86360420160510000057
86360420170510000085

姓名
柯先生

邹先生

刘女士

程女士
于女士
于先生

沈女士

周先生
黄先生
蔡先生
陈先生
朱先生

结案日期
2016/1/20

2017/12/22

2017/10/12

2017/11/20
2015/12/16
2015/11/13

2017/5/9

2015/10/16
2017/3/20
2016/6/17
2016/8/9
2017/7/26

家庭住址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鸦鹊湖乡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银宝湖乡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银宝湖乡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
九江市都昌县和合乡

都昌县加工城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银宝湖乡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中馆镇
江西省上饶市潘阳县银宝湖乡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银宝湖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银宝湖乡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银宝湖乡

理赔金额(元)
520145.85

200056.57

161781.17

130000.00
120000.00
108043.90

100275.24

100057.66
100053.02
100028.26
100000.00
100000.00

险种
民生康禧意外身故定期寿险

民生如意相伴两全保险 B 款（分红型）
民生附加额外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民生长瑞年金保险
民生富贵齐添两全保险

民生如意鑫康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民生附加额外给付尊享版重大疾病保险

民生年年红两全保险
民生富贵齐添两全保险（分红型）
民生附加额外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民生康禧意外身故定期寿险
民生康禧意外身故定期寿险
民生康禧意外身故定期寿险

民生如意随行两全保险
民生如意随行两全保险

今年以来，全市存贷款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贷款增量创历史新高，余
额存贷比大幅上升，金融运行主要特点如下：

从信贷投放总体来看，主要特点：
（一）存贷款总量首次突破 5000 亿元。12

月 末 ，全 市 银 行 机 构 本 外 币 存 贷 款 余 额 达
5006.8 亿 元，同 比 增 长 14.6%，总 量 占 全 省 的
8.6%，居全省第四位，存贷款总量占比和排名
与去年末基本持平。其中，全市贷款余额为
208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3% ；存 款 余 额 为
2926.7亿元，同比增长 12.1%。

（二）贷款增量首次突破 300 亿元。1∽12
月 份，全 市 贷 款 增 量 为 322.3 亿 元，同 比 多 增
25.1 亿 元 ，增 量 占 全 省 的 8%，位 居 全 省 第 5
位。从全市贷款净增前十户企业来看，信贷投

放主要集中在神华、国电、星火有机硅等大型企
业，市县（区）城投及个人消费等领域。

（三）余额存贷比超过 70%。12 月末，全市
银行机构存贷比达 71.1%，较上年末提高了 3.8
个百分点，存贷比分别高于上饶和宜春 2.6 个百
分点和 4.9个百分点。

（四）增量存贷比超过100%。2017年，全市新
增贷款首次超过新增存款，增量存贷比达到
101.9%，信贷投入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五）存贷款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全市本
外币各项存款增速 12.1%，贷款增速 18.3%，分
别高于全国存、贷款增速 3.3 和 6.2 个百分点。
与全省水平相比，存款增速高于全省 0.3 个百分
点，贷款增速低于全省 0.3个百分点。

从信贷结构来看，主要特点：

（一）个人消费贷款增长显著。2017年，全市
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增加 209.2 亿元，较去年同
期多增 106.6 亿元。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
711.0亿元，同比增长 41.7%，高于全市各项贷款
平均增速 23.5个百分点。其中全市个人住房贷款
当年净增 138.4 亿元，占个人消费贷款净增量的
66.2%，占全市贷款增量的 43.4%。2017年末，全
市个人住房贷款余额554.4亿元，同比增长33.3%，
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5.1个百分点。

（二）房产开发贷款大幅增长。去年以来因
去库存、地方对房地产市场刺激性等系列政策
效应，三四线城市房产成交活跃，呈现量价齐
升。九江市房产开发贷款增速较往年明显上
升，12 月末，全市房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1.1%，远高于去年负增长，快于各项贷款平均

增速 12.9个百分点。
（三）工业贷款增长企稳回升。12 月末，全

市工业贷款余额 251.4 亿元，比年初增加 24.3 亿
元，余额同比增长 12.9%，高于去年同期 4.1 个
百分点。其中代表新经济、新业态的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行业贷款比年初增
加 18.7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 29.0%，高于贷款平
均增速 10.7个百分点。

（四）企业存款和住户存款增速回落，机关
团体存款增长显著。12 月末，全市非金融企业
存款余额比年初增加 65.6 亿元，不到去年增量
的三分之一，是去年的 28.8%；住户存款和非金
融企业存款同比增长分别为 10.5%和 8.4%，机
关 团 体 存 款 比 年 初 增 加 90.5 亿 元，同 比 增 长
22.8%。 （叶玮君 王艳华）

2 月 8 日，建设银行九江市分行捐建的
70KW 光伏发电站圆满竣工实现并网发电。
九江建行党委书记行长王晓新正式将光伏
发电站移交给都昌县芗溪乡井头村支部书
记江新海。都昌县委常委余华林、县政协副
主席黄友柏见证出席移交仪式。

2017 年初，九江市建设银行在圆满完
成武宁石渡乡洞口村全面脱贫任务后，按
照九江市委政府部署，转战都昌县芗溪乡
井头村开展精准扶贫，开展扶贫工作以来，
扶贫队员深入实地调研，精准识别、精准施
策、精准发力，为芗溪乡井头村解难事办实
事，帮助井头村发展水产养殖业、油茶种植
业、水产加工业，协助开展种、养殖技术培
训，做大做强水产加工产品销售网上销售
渠道。产自都昌鄱阳湖的白鱼远销四川、
福建、湖南、台湾等省份。

为了改善贫困乡村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让贫困户持续得到帮扶，九江建行多方
筹资 40万元建设一座 70KW 光伏发电站，电
站建成后年发电 7万度，可为村集体创收入 6
万多元。同时为改善井头村小学 6名驻校教

师生活条件，捐款修建了 2间卫生间，添置了
热水器燃气灶冰箱等生活设施。

2017年九江建行筹措资金物资 103.9万
元，投入全市建行结对帮扶定点精准扶贫的
12个贫困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产业
发展。持续十年实施开展“贫困高中生成长
计划”、“中国英模母亲”资助计划，“建行母
亲健康快车”捐赠计划等公益活动，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同时将业务
发展融入九江市经济建设，发挥国有大行

“稳定器”的作用，大力支持九江市，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推动普惠金
融，针对社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
点，推出“七贷一透”业务满足客户融资需
求，在乡镇布设 90 个“裕龙通”点，为农村提
供现代化金融服务。 （何 政）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携手中国银联共同
举办“工行迎新春 便民云闪付”暨移动便民
支付服务发布会，双方将发挥渠道优势、客户
优势和品牌优势，依托云闪付、融 e行、融 e联、
工银 e支付和工银 e生活等平台，为社会民生
各领域的支付需求提供安全便利服务，进一
步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工商银行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人民银
行建立了三类银行结算账户管理体系，尤
其Ⅱ、Ⅲ类银行结算账户的推出，为商业银
行拥抱互联网、开展小额支付提供无限可
能 。 Ⅲ 类 账 户 是 客 户 安 全 便 捷 的“ 零 钱
包”，通过与第三方快捷支付账户进行绑
定，可以实现“金库”与“钱包”有效隔离，更
好地避免网络资金诈骗风险，满足客户小
额、高频、快捷的日常消费支付需求。作为
一家为 5.7 亿个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

务的大型商业银行，工行构建了以账户服
务为基础的支付结算生态，率先打造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支付体系，拥有融 e 行、融 e
联、工银 e 支付、工银 e 生活等 App，为客户
提供安全快捷的金融服务。目前，工行银
行卡发卡量已近 9 亿张，年消费额超 6 万亿
元，工银 e 支付静态密码客户数已突破 2000
万户，新型二维码支付商户超过 260 万户，
支持银联支付、主流第三方支付等超过 10
亿用户的扫码支付。

中国银联负责人表示，云闪付 App 是集
全行业力量打造的移动支付客户端，是通用
化、标准化、场景化的银行业移动支付入口，
在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各机构大力支持下，
该产品取得了突出的市场表现。随着云闪
付 App 春节送红包活动的火热开展，此次银
联又与工行一道，共同开启 2018移动便民支

付应用推广，从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公交地
铁、商超购物、公共缴费、校企园区等支付场
景入手，不断改善移动支付受理环境，推动
移动支付在便民领域的广泛应用，并通过丰
富的回馈活动让更多持卡人享受到移动支
付的便捷、安全和高效。

据介绍，工行和银联将充分利用新春
佳节消费旺季的有利契机，推进工行借记
卡“ 惠聚周一”、工行信用卡“ 爱购周末”、

“工迎新春，手机银行免费送您回家过年”
和“云闪付 App 新年红包”等系列回馈活动，
围绕活力早餐、智慧出行和快乐购物为客
户提供更多支付便和优惠。未来，工行还
将依托Ⅱ、Ⅲ类电子账户，基于地铁、公交、
菜场、校园等移动支付便民场景，开展更多
支付立减优惠活动，为客户提供有温度的
普惠金融服务。 （龚 轩）

中信银行

推出国内首款能计息
的智能存钱罐

2018年春节前夕，中信银行推出国内首款能算利息
的智能存钱罐产品，成为春节长辈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通过中信银行智能存钱罐，孩子可以随时了解到
自己到底有多少压岁钱或成长资金，以及每天能产生
多少利息。智能存钱罐还可以储存为孩子精选的财富
语音故事，用故事和实践操作，开启孩子的财商教育。

随着时代的发展，孩子对于财富的理解越来越需要
引导。生活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孩子把压岁钱随意乱
花，父母无法帮助管理；或者交由父母管理，孩子只能通
过父母了解自己的钱到底有多少，甚至还有些家长把孩
子的钱直接花掉了。这些都不利于孩子的财商教育。

“儿童需要亲自了解、直接参与，才能对‘钱’有足
够的认识，这是中信银行推出智能存钱罐的初衷。”中
信银行零售银行部负责人表示，通过智能存钱罐，中信
银行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科学管理压岁钱、奖金，还能
让孩子了解到钱能生钱、财富需要打理、花钱需要规
划、如何管理才能实现钱的保值增值等基本财富理念，
用实践操作开启孩子的第一次财商教育。

智能存钱罐可以通过中信银行微信服务号与客户
的中信银行借记账户进行绑定，儿童把压岁钱、奖学金
等存入银行后，可选择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月月息、增利煲等产品。通过 wifi 联网后，每天点击设
备上的按钮，账户余额、当日收益等存款信息就会在存
钱罐屏幕上显示，并可语音播报。用户也可以通过微
信银行入口，对智能存钱罐进行设备配置、音乐故事播
放等操作。

据了解，在产品推广期间，只要在中信银行新增 20
万以上 6 个月定期存款，即可免费获得一个智能存钱罐

（每名客户只能获得一个）。在智能存钱罐关联的借记
卡账户中，可以办理增利煲、月月息等中信银行明星理
财产品。孩子通过智能存钱罐查询到的已得利息，为
系统实时匡息计算的利息，即：活期、定期、大额存单、
月月息、增利煲等存款产品已得利息之和。 （李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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