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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银保监分局在加强信贷资金的同
时，着重在保险保障上下功夫，积极引导辖
内保险公司做好疫情期间金融服务，积极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一是强化高质服务，有效
扩展保险责任保障范围。指导各保险公司创
新产品供给，积极满足卫生防疫、防疫物资

生产运输等方面的保险需求。截至 5 月 5
日，辖内共有 10 家保险公司对返工返岗人员
提供含新冠肺炎身故责任在内的人身保险，
累计推出 13 种保险产品，保障 136147 人
次，保障金额 737 .18 亿元。二是加大保障力
度，消除企业后顾之忧。鼓励保险公司主动

对接企业提供优质优惠的保险服务。截至 5
月 5 日，辖内共有 13 家保险公司对复工复产
后因发生疫情造成损失的企业提供保险保
障，累计推出 22 种保险产品，服务企业数量
456 家，保障金额 8 .97 亿元。三是践行社会
责任，加强对受影响领域的保险求助。鼓励

保险公司通过延长保险期限、续保费用抵扣
等方式，适当减免疫情期间停运的营运车
辆、船舶、飞机保险费用。至 5 月 5 日，辖
内共有 11 家保险公司通过延长保险期限、续
保费用抵扣等方式，适当减免疫情期间停运
的营运车辆保险费用，共计为 6329 辆营运车

辆及船舶减免保险费用 189 .66 万元。四是开
通绿色通道，及时支付保险赔付资金。各保
险公司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开通理赔绿色通
道，进一步简化理赔手续和审批材料，积极
采用互联网、手机 APP 等线上服务及预付保
险金等方式，做到应赔尽赔快赔。

疫情发生后，人保财险桂林市分公司加
强线上化服务 ,通过微信朋友圈、人保
“ V ”盟、 E 通手机出单等方式，在疫情
期间继续为广大车主提供服务。同时为续保
团队座席家庭电脑配置 VPN 软卡，微信指
导座席安装及使用，保证正常出单。

疫情期间，各单位公务用车使用较少，
营业班线车及旅游大巴直接停运， 3 月，
人保财险桂林市分公司车险部、团险部为营
业客车及货车的机动车辆保险、承运人责任
险期限做顺延批改，顺延时间最短的 1 个
月，最长的达到 4 个月，车队数量达 30 家
以上，车辆台数达到 500 台以上。 4 月为
营运单位 350 辆车办理复驶批改。

疫情期间，人保财险桂林市分公司为
38 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出具法定传染

病保险，为桂林三金药业等企业防疫物资承
保货物运输保险，为相关部门的正常运转提
供保险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向全市公安、
法院、教育系统捐赠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
资，助力复工复产复课。

春节假期，人保财险桂林市分公司财险
理赔服务不打烊，在积极抗击疫情的同时，
为广大客户提供以下暖心服务：

暖心服务一：“警保联动”快处快赔。
“警保联动”服务专员在交通繁忙、事故多
发的城市主干道开展道路巡查服务。确保在
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处理，对
于事故各方无异议，损失较小的案件快速定
责，实现交通事故处理与保险理赔的“一站
式处理”。 1 月 23 日，人保财险桂林市分
公司向“心服务站”的桂林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高速二大队赠送口罩一批用于疫情防控。
春节期间，“警保联动”服务专员共巡查
18 次，处理案件 2 起，均为人保客户。

暖心服务二：行车路上有人保。但凡遇
事故即停，为客户提供引导报案、协助处理
现场及告知后续理赔事项等服务，通过切实
践行“南京模式”服务精髓，不断提供高质
量理赔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体现人保财险
大品牌社会责任担当。截至目前，人保财险
桂林市分公司“行车路上有人保”服务客户
2 人次。

暖心服务三：科技理赔爱车体检。为方
便广大客户春节假期安全出行，人保财险桂
林市分公司科技理赔员利用先进的科技理赔
工具免费向所有客户（含非人保客户）提供
检测服务 6 人次，同时，依托合作定点维

修单位为客户提供爱车维修保养和小事故
快修服务，全面保障客户节日用车安全。

暖心服务四：提供线上理赔快速服
务。为减少客户与理赔人员非必要的接触
和客户反复奔波提交资料，人保财险桂林
市分公司扩大线上理赔案件范围，推广
“中国人保财险拇指理赔”微信小程序的
“视频理赔”功能，实现客户无需面见理
赔人员，利用网络完成线上理赔。

暖心服务五：简化理赔材料及理赔手
续。为更好服务客户，有效阻断疫情，允
许车险客户保留现场照片及理赔资料，可
待疫情结束后办理相关理赔手续。若确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可实行免保
单理赔服务，无需提供保单原件即可申请
理赔；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医保药品
和医疗项目限制；取消门诊和住院方式限
制。

桂林市保险业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
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人保财险桂林市分公司：暖心服务助力复工复产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人寿桂
林分公司快速响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认真按照银保监会及上级党
委政府的工作要求，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同
时不断强化保险行业对疫情防控的支持力
度，统筹抓好业务发展。

快速推进自身复工复产，推进业务发
展。受疫情影响，中国人寿桂林分公司业
务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在疫情形势
相对稳定后，公司积极出台相关支持政
策，开展线上培训，强化线上运作，积极
组织销售人员进行复工复产。公司短期险
业务从 2 月底的负增长 6% ，逐步加快业

务发展步伐，截至 4 月底负增长幅度缩小
到 4% 。

保险扩责，提升保险保障水平。为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公司总部出台政策，发出对《国寿附加国
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庆典版）》等 31
款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桂林分公司抓好对
该政策的线上学习宣导和培训，坚持每天召
开销售渠道线上会议及相关培训，实施每天

“六个一”工作模式，切实为抗击疫情贡献力
量。截至 4 月底，公司保障型业务实现 3175
万元，同比增长 72%，提升了广大市民的保
险保障。

强化服务，各项服务不断档。疫情期
间，部分服务行业按下了“暂停键”。中国
人寿桂林分公司面对庞大的客户群体，积极
探索、推广智慧运营，用科技推进工作模式
的转换，保障客户服务体验。在春节假期中
推广了《中国人寿寿险 APP 春节服务指
南》、《共战疫情：送您一颗服务客户的
“特效药”》等，强化不需出门即可办理相
关服务的宣导。对《空中签名操作指引》进
行微信宣导，保证疫情期间保险业务的正常
投保。

强化理赔服务，提供暖心举措。秉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中国人寿桂

林分公司采取了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
等待期限制等六项快捷、温暖的理赔服
务。在抗疫期间，仅 2 月 1 日至 2 月 12
日，中国人寿桂林分公司通过包括远程办
公、线上处理等形式共赔付理赔案件 406
件，赔付金额 170 多万元。

政保合作广扩面，全面客户保障。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复工复产的
决策部署，中国人寿桂林分公司的关爱女
性健康保险“康乃馨 C 款”在原有保障
的基础上，免费增加了新冠肺炎身故责任
和意外身故责任。为助推桂林市复工复产
工作，中国人寿桂林分公司联合市妇联广
泛推广此业务，截至 4 月底，公司此产
品共计保障 52713 人次。

中国人寿桂林分公司：做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硬核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太平财险桂林
中心支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
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桂林市委、市政府及
桂林银保监分局要求，积极践行央企的使命
和责任，采取多举措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为夺取防控斗争的胜利贡献
央企力量。

一是央企担当，捐赠抗疫。在共青团

中央号召开展的“抗击疫情 金融青年在
行动”公益捐赠特别行动中，太平财险桂
林中支全体内外勤员工积极参与，共计捐
款 2900 元，为疫情一线医护人员与民众抗
击疫情贡献央企力量。此后，在集团和工
会组织的内部公益捐款活动中，全体伙伴
发挥对湖北地区医护人员及其家属的关
爱，以及对集团确诊的患病员工及家属的

慰问，再次捐款 3200 元。二是保险担当，
助力企业复工。为全力支持稳定企业恢复
生产，太平财险桂林中支免费为 15 家在保
雇主责任险企业赠送累计保额 1500 万元的
疫情防控保障。三是太平守护，支持复工
复学。疫情期间，太平总公司推出了“畅
无忧”、“企无忧”、“学无忧”等系列
针对支持复工复产复学防控疫情的保险产

品。截至目前，太平财险桂林中支已累
计为 7 家新保企业提供了高达 15645 万
元的传染性疾病疫情防控保障。同时，
太平财险桂林中支主动为桂林市多所学
校赠送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防护用
品，用实际行动支持复课复学。

在这场战“疫”中，太平财险桂林中
支积极发挥央企担当，全力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全力以赴
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太平力量。

太平财险桂林中心支公司：积极发挥央企担当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在抗击新冠状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太
平洋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召，坚决落实
广西、桂林银保监分局和上级公司关于“做
好金融服务，支持社会复工复产”的要求，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太平洋
产险桂林中支想政府之所想、解社会之所
难，切实解除复工复产的后顾之忧，助力保
障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抗击疫情，爱心护航，提供车辆免费消

毒服务。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为消解广大
车主，特别是出租车、单位用车的后顾之
忧，太平洋产险桂林中支于 2 月 13 日启动
了以“抗击疫情，爱心护航”为主题的车辆
免费消毒服务关爱活动，在公司门口设立
“车辆消毒服务站”，对有需求的到店客
户，无论是否是太平洋产险桂林中支客户，
都提供免费车辆杀菌消毒服务。此外，为了
方便单位客户、重要客户以及避免车主集中
出行，还推出单位客户预约上门杀菌消毒服

务，将防疫工作切实落实到社会服务之中。
截至目前，太平洋产险桂林中支共完成消毒
车辆服务近 5000 台，为广大车主提供了最
有力的安心保障，受到桂林主流媒体和广大
车主的一致好评，太平洋产险桂林中支以实
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和担当，用充满温度的
行动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努力。

开展“健康消毒校园行”活动，扛起社会责
任和担当。面对着即将复学的新形势，太平洋
产险桂林中支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和担当，自 3

月 10 日起，积极开展“健康消毒校园行”活
动，为我市、县域城区初高中、小学、幼儿园
及部分乡镇学校义务消毒，助力校园疫情防
控。在消杀过程中，太平洋产险桂林中支工
作人员使用环保、无污染、可降解的消毒液，
手持高压弥雾脉冲枪，严格按照卫生消杀
管理的标准操作，对校园内各个区域逐一
进行喷洒消毒。截至目前，太平洋产险桂
林中支共为 105所学校消毒，面积达 98.5
万平方米，受惠师生达 16万余人，为学校顺
利复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得到了学校、家
长和桂林教育系统的一致感谢和肯定。

太平洋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积极行动落实支持复工复产举措

自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以来，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
支公司始终心系疫情形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捐款、捐
物、捐赠保险以及拓展新冠肺炎保险责任等方式驰援疫情防
控，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捐助保险，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
公司将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前期投保的医疗责任险的产品
责任范围扩展到新冠肺炎，为全院 213 名医护人员提供了每
人保额 20 万元的风险保障；向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援鄂医疗
人员赠送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为 46 名医护人员提供 2014 . 8
万元的风险保障；将桂林晖昂生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前期投保
的团体意外险的产品责任范围扩展到新冠肺炎，为公司 102
名员工提供了每人保额 20 万元的风险保障。公司还将为获赠
保险的全体人员设置 24 小时专属理赔服务，开通绿色理赔通
道，提供多项优先服务举措，确保承保及理赔等各项服务及
时、高效、有温度。

众志成城，捐助爱心显担当。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公
司严格贯彻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上级公司要求，努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全辖员工参与抗击疫
情公益捐赠活动。 2 月初，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在
“抗击疫情 金融青年在行动”公益捐款活动中，积极向湖北
地区捐款。 2 月下旬，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全体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再次通过线上捐款形式，支持国家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温情守候，暖心服务不打烊。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公
司持续优化线上承保通道，丰富承保方式，广大客户可通过官
网、 APP 、微信小程序实现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办理保险；
公司还加强疫情期间的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
制度，确保值班人员到岗到位；针对日常车险小额案件，指导
客户通过 APP 、中华行微信小程序实现在线理赔，实现方便快
捷自助理赔；同时对购买公司相关保险产品的客户，主动扩展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责任，对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出险者开通理
赔绿色通道，取消医院级别、观察期等限制。

如今，桂林地区各类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在这个特殊时
期，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将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
积极提升风险防御能力，为稳定社会预期、增强企业信心提供
保障，以坚决打赢复工复产“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迎接充
满希望的春天。

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

抗击疫情 共克时艰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平安财险桂林中支：万众一心

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平安财险桂林中支迅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及地方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
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积极发挥保险企业作为经济“减震
器”和社会“稳定器”的职能，充分利用风险保障专长，全力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提供了坚实保障。

提供复工复产保障，助力经济稳定运行。针对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的痛点与难点，平安财险桂林中支充分发挥保险所长，
通过无偿赠送保险服务、扩展保障责任等方式，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已惠及 1473 家小微企业，总保额超 42 .45 亿元。针对
疫情影响下小微企业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的情况， 2 月 7 日
起，平安财险桂林中支为桂林地区 1137 家小微企业无偿提供
专属风险保障，累计总保额高达 42 亿元。从领取该保险次日
起，小微企业员工若因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等法定传染病致残、
身故，平安财险将为每人提供最高 10 万元的救助金，单个企
业保额最高可达 100 万元，帮助小微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渡过疫情难关。

扩展产品保障范围，为桂林地区 336 家企业提供 4500 万
元风险保障。平安财险桂林中支推出“平安乐业福（复业
保）”产品，扩充对小微企业的保障范围，除保障营业场所房
屋主体、装修因遭受火灾、爆炸事故等导致的基本财产损失和
营业中断，还保障企业营业场所内因甲乙丙类传染病（含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导致停业、封闭或隔离造成的停业损失。在
复工期间，如营业场所发现感染病例，小微企业可获得最高
14 万元赔偿金额。截至目前，已为桂林地区 336 家企业提供
风险保障 4500 万元。

全面升级服务举措，保险理赔高效便捷。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为保证防疫、服务两不误，平安财险桂林中支快速开辟绿
色理赔通道，充分运用技术手段，简化业务流程，全力保障理赔
服务稳定顺畅。第一时间推出“五取消、三服务”应急服务举措：
五取消，即取消药品限制、取消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
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三服务，一是开通 7×24 小
时 95511 应急联络热线，向客户提供详细的产品责任咨询、理
赔过程指引；二是开通线上理赔绿色通道，客户可通过平安官
网、“平安赔你行”微信小程序、平安好车主和平安保险好生活
APP 线上报案及快速理赔通道申请理赔；三是赔款预赔，快速
到账，对已确定部分损失进行主动预赔，定期主动跟进回访。

疫情危机关头是保险业履行天职的关键时刻，平安财险桂
林中支将充分挖掘“保险+科技”的集团背景优势，不断提升保
险综合服务水平，全力以赴、科学有效地做好疫情防控及保险保
障服务等工作，为企业复工复产、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有
力的金融支撑。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中国人保寿险桂林市分公司在
桂林银保监分局的指导下，积极发挥责任担
当，投入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中，为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今年 2 月和 3 月，人保寿险桂林市分公
司举办了两次康乐家保险面向社会赠险活
动，共赠出 10434 件保险产品，为各类人群

提供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人身保险保障。该活
动发挥了保险功能作用，加强保险服务，开启
支持复工复产助力抗击疫情的全新模式。公
司还开通了应对疫情的理赔绿色通道，提供
减免材料、简化流程、预付赔款等服务，减轻
各类人群复工顾虑，支持复工轻装上阵。

4 月，人保寿险桂林市分公司为更好
地稳定企业恢复生产，按照桂林银保监分局
要求，积极联系辖区防疫物资生产重点企业

的金融对接服务，提供优惠的保险方案，同
时拓展新冠肺炎责任。公司先后共为 30 家
企业提供保险服务。另对新承保的团意险企
业进行新冠肺炎责任的免费拓展，免费拓展
保额过亿元，这是人保寿险桂林市分公司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助推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力
举措，极大地增强了投保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的信心，为企业复工复产免除后顾之忧。

面临复学复岗疫情防控的紧急关头，人

保寿险桂林市分公司再次慷慨解囊，通过
全州支公司向全州教育局捐赠 3800 个防
疫口罩，为学校师生复学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提供重要保障。

复工就是稳就业，复产就是稳经济。
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是当前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紧迫任务，也是
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人保寿险桂林市分公司做到抗击疫情和经
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为实现今年经济
发展目标双赢而奋斗！

人保寿险桂林市分公司：助力复工 人保有爱

▲太平财险桂林中支捐赠物资。
▲太平洋产险桂林中支工作人员

为学校义务消毒。
▲中华联合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向桂林医学院二附院捐

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本版图文由通讯员王谞、毛祖亮、田程伟、熊小群、李
馨、毛志波、蒋爱红、韦丽盈、唐艳琴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