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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国寿 扶贫扶智
保险精准扶贫是金融扶贫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贫困群众防范和化解
风险的重要手段。

2018年，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
司提出“坚持党建引领，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目标，立足行业特点，公
司通过保险扶贫和保险捐赠“双管齐
下”，开辟了以保险扶助为抓手带动
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特色路径。

为困难群体“量体裁衣”。在全
省各地积极探索扶贫保创新模式。
广元市政府发文要求在全市推广扶
贫小额人身保险，确保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如期脱贫，国寿共承保建档立
卡贫困户11万户，2018年赔付280
万元，赔付率55%；资阳市开展了农
村贫困人口医疗救治救助特殊补充
医疗保险，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及农村低保人口共计27万余人，由
医保经办机构统一向中国人寿投保，
2018 年共赔付 3578.5 万元，惠及
7.96万贫困人口，实现了精准扶贫人
员看病“微支付”。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省扶
贫保险业务已为全省197万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提供了约1300亿元的风
险保障，赔付案件178368件，赔付金
额达558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国寿的农村小额
人身保险在川发展已达8年，覆盖全省
19个市州，承保总人数近1亿人次，总
赔付件数超过100万件起,赔款总金
额超过20亿，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渡
过了难关，稳定了生产生活。2018年
承保人数超过1000万人，承保比例约
16%，提供风险保障60000亿元。

脱贫成果来之不易，如何有效防
止困难群众因病致贫、返贫？在遂宁、
凉山、巴中、眉山、德阳、攀枝花、绵阳和
宜宾8个市州，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
建立了大病保险倾斜性支付政策，针
对贫困人口在起付线以及报销比例上

实施了优惠政策。2018年大病保险共
计为202.29万贫困人口提供了保障，
赔付53772人次，赔付金额1.11亿元。

公司还捐资200万元，为全省精
准扶贫驻村工作组、20人及以上非
贫困村的共计约10万名帮扶干部购
买了综合意外伤害保险，风险保额约
100亿元，为驻村帮扶干部安身、安
心、安全工作注入了“强心针”，送去
了“暖心汤”。

“扶贫先扶智”，已成为众多帮扶
干部和帮扶机构的共识。中国人寿
四川省分公司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捐
赠教学设备、吸纳就业人员、指导致
富技能等形式，以“授人以渔”取代

“授人以鱼”，帮助帮扶对象由被动
“输血”为主动“造血”。2018年，全
省系统共派出驻村扶贫干部91人，
其中第一书记40人，共帮扶118个
对口扶贫单位，实施扶贫项目 154
个，投入扶贫专项资金596.32万元。

牵手国寿 一路呵护
人生是一场旅行，路上难免风

险。牵手国寿，则为被保险人免除了
一份后顾之忧。

被保险人冯先生于 1999 年至
2015年期间在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
司购买重大疾病终身保险、防癌疾病
保险等产品，2018年12月19日，冯
先生被确诊为肝癌，国寿给付被保险
人重大疾病保险金242万元；被保险
人蒋先生于2012年至2018年期间
购买了国寿一系列保险，2018年7月
1日他不幸因车祸身故，公司给付被
保险人身故保险金238.31万元。

这些都是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
司秉承“以客户为中心”服务理念，致
力于打造“中国人寿为您方便赔付”
服务的具体体现。2018年，公司不
改初心，以“更快捷、更方便、更透明、
更多元化”的科技化、智能化手段，创
新推动理赔柜面延伸服务、微信理赔

服务、新一代智能化理赔服务、理赔
直付服务、全国通赔通付服务等，为
181万名客户送去22.76亿元赔款，
平均每天为7232名客户送去911.43
万元赔款；从索赔到支付，平均时效
仅为0.67天，获赔率99.9%。

灾难无情，国寿有情。2018年，
在江安“7.12”爆燃事故、泰国“7.5”普
吉岛翻船事故（涉及到四川客户遇
险）、暴雨洪涝灾害等天灾或意外发
生后，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均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先后为12位遇
难客户送去93万元赔款。

在金融服务重点领域或相对薄弱
领域，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也从未
缺席。如积极参与承办大病保险，现
已中标承办13个市州大病保险项目，
服务人群达到3186万人；围绕妇联中
心工作，以服务“两癌筛查”为核心，积
极推广“关爱女性保障计划”，2018年
共承保185.2万妇女同胞，累计提供
风险保障852亿元，赔款支出5121万
元；公司全省系统内19家市州分公司
全部开展了老龄保险业务……

“牵手”，也成为国寿2018年全
省客户服务的关键词。

从“小画家”挥毫泼墨、到知心姐
姐全省巡讲，从健康开跑低碳生活、到
精英对话共享财智......围绕“品质少
年”、“健康家庭”、“财智菁英”、“多彩
生活”四大活动主题，中国人寿四川省
分公司依托客户资源管理平台，打造
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和增值
服务，全年共开展相关活动2770场，
参与人数近120万人，网络总点击量
达到387万次，从多个维度给予了保
险消费者较好的服务感知，增强了客
户粘性，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正如郎中伟所言：“满足客户的
多元化金融保险需求，为社会和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做出
更大贡献，是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也是我们不懈追求的梦想。”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
践行央企责任服务治蜀兴川

“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改革试点”“增强保险业风险保障功能”“扩大出口
信用保险覆盖面”“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今
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5次提及“保险”一词，创历史新高。

“这些表述，进一步凸显了‘保险姓保’的本源所在，也为保险机构下一步
发展树立了指路‘明灯’。”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郎中伟表
示，作为副部级国有大型寿险公司驻四川的分支机构，公司2019年要更好地
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服务四川经济民生，充分发挥保险业的保险保障和兜底
作用，在支持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慈善公益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创新的科技
手段和丰富的服务方式，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保险产品和体验。

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中国人寿参与投资四川债券、上市公司股权、
不动产、未上市股权、基础设施及其它金融资产类合计487亿。中国人寿四
川省分公司积极承办了扶贫保险、农村小额保险、老龄保险等一系列“政府满
意、群众点赞”的民生保险，展现出央企的责任与风采。

大数据专家：
从全产业链建立消费信用体系

中译语通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裁梁浩宇表示，建立良好的消
费信用体系，应该是从全产业链来看，
面向企业和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都应
该建立良好的信用服务体系。梁浩宇
认为，“To C”的企业要有很好的社会
责任感，从社会到政府监管部门应该
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并建立起消费者
投诉反馈机制。至于“To B”的企业应
当对供应商建设征信体系，这将有助
于更有效地筛选供应商。产业链条较
长的服务里，一系列环节都需要做到
信用和诚信。

区块链专家：
想办法解决信用数据共享问题

区块链研发专家、中国网安区块
链研发中心总经理安红章表示：一方
面，现在的信用数据是相互隔离的
——如果说这些数据不进行整合，就
很难对个人或者企业进行完整信用画
像，所以网安区块链研发中心在想办
法解决信用数据共享问题。另一方
面，因为数据有不可篡改的特性，所以
也提高了信用体系建设对各方消费者
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因为数据不可改
了，不像有些数据写上去之后勾兑一
下就删掉了，因为不可改，所以对信用
建设体系还是有用的。

消费电商：
把3·15变成向消费者展示的节点

作为电商领域的专家，四川苏宁
副总经理尹小璐举例，在体系建设上，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司产业布局、品
类线的延展，苏宁建立了首问负责
制。商家有问题，苏宁都站出来负责
任，比如消费者发现某个产品有问题，
苏宁会先向消费者赔付，然后再对内
进行处理。所以对于商户的甄别，采
购人员、审核人员都要承担责任，这是

苏宁每个员工都要签署的“阳光责任
公约”，出了事情得负连带责任。

尹小璐说，苏宁已经把“3·15”变
成了向消费者展示的节点，大胆进行
了多种促销活动，让消费者通过购买
和体验进行反向监督。之前的“3·15”
都是“守”，不搞活动，不出问题，但现
在苏宁在内外信用体系建设上已经有
了成果，所以现在“3·15”敢做活动，让
消费者吐槽、检验服务，而这也更有利
于企业自我完善发展。

生活服务平台：
在消费中为商家建立评级体系

为商家建立评级体系，其实就是
很多消费者日常在使用大众点评一直
在做的事。美团点评政府事务部总监
崔震表示，消费者选择服务的时候会
进行研判，很多人在外出消费的时候，
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搜索一下，然后
看一下它的评分、评价，这就是消费者
在一个共识的信用体系里考量商家。
崔震表示，诚信消费体系的搭建对美
团点评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针对消费者的评价信息也不会被平台
删除，所以每个消费者通过评价也可
以自主选择。

律师：
有必要对失信人进行分级监管

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严明
亮认为，监管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需要靠信息流动解决，这样才能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了一个处罚
后，其他部门能及时看到这个数据，从
而进行共同监管。

他建议，对于失信人，应当建立有
效的救济措施和渠道，这可以通过对
失信人进行分级监管来实现，根据失
信行为的严重性，对其消费等行为进
行不同时间长度的限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艾晓禹蔡世奇 实习生 冯露曦

3月1日，一汽-大众携旗下两款重磅
SUV——探歌、探岳，正式开启了“无界征途
之极境穿越”T家族挑战之旅。目前，车队已
从贝加尔湖西岸的奥利洪岛出发横穿贝加尔
湖冰面，在东岸的巴尔古津半岛登陆，创造了

“穿越贝加尔湖冰面距离最远SUV”的世界
纪录。据悉，本次极限之旅，车队从极寒的西
伯利亚远东启程，历时32天，行驶12600公
里，到达喜马拉雅山脉；海拔落差5000米，极

限温差40℃，极端的天气、复杂路况、极境之
地，不论是对人还是对车而言，都是一场极限
的挑战。

2018年是一汽-大众的产品大年，这一
年，一汽-大众相继推出了探歌、探岳两款
SUV车型，完成了在SUV市场的布局。凭
借一汽-大众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以及两
款车型在动力、空间，以及性能等方面的
优势，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数据显
示，探歌自去年7月30日上市以来，销量
节节攀升，2018年全年销量为49342辆，
月均销量接近万辆。今年1月，探歌销量再
创新，达到10384辆，环比增长3.8%。而探
岳自去年10月22日上市以来，仅仅用了两
个月的时间，便完成销售20235辆，月均销
量过万。根据规划，一汽-大众今年将推出
8款新车，包括全新速腾、宝来经典版、迈腾
改款、A0级全新SUV4款传统动力车型，以
及 e-Golf、e-Bora、迈 腾 PHEV、探 岳
PHEV4款新能源汽车，从而实现今年144.5
万辆的销售目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海军

极限穿越贝加尔湖
一汽-大众T家族斩获世界纪录

随着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日益提升，消费领域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支付风险、信息泄露、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经营者信用缺
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3月14日，封面新闻在成都举办了“3·15诚信金榜颁奖典礼”，活动上，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美团点评、蜜芽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四川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龙湖集团成都公司、四川精典汽车服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东创建国汽车集团、三和集团、四川省峨眉山竹
叶青茶业有限公司、四川蓝光美尚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被授予“信用先‘封’诚信企业”称号。

封面传媒作为主流媒体，一直关注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的实现及维护。在颁奖典礼上，封面新闻联合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宣布成立了封面消
费维权法律工作站。在2019年全年，工作站将为有法律援助需要的新闻爆料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同时，来自区块链、大数据、消费电商及法律行业的多位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消费领域信用体系的建设问题。

专家共话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封面消费维权法律工作站成立

封面新闻“3·15诚信金榜颁奖典礼”成都举行

全球媒体和网民最关注这些企业

互联网消费人气CGI榜单主要是
对全球媒体和社交网站上相关企业的
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全球主流媒体，以
及微信、微博、Facebook、Twitter等。

在电商领域，排名分别是天猫、淘
宝、京东、苏宁易购、拼多多。其中，虽
然京东不是综合排名第一，但海外媒
体和社交网民最关注的是京东。

在手机行业，排名是小米、苹果、
华为、vivo、OPPO。小米作为互联网
手机的开创者，在全球互联网获得人
气第一的名次并不奇怪。同时小米
也是社交网民最关注的的品牌，小米
的粉丝影响力可见还是很高的。在
此榜单中，国产手机品牌占据了大部
分，这也和手机行业的整体市场格局
比较贴近。

在生活服务领域，排名是美团外
卖、饿了么、大众点评、口碑、糯米。在
出行领域，排名是滴滴出行、ofo小黄
车、摩拜单车、青桔单车、嘀嗒出行。
其中ofo小黄车的海外媒体关注度最
高。这其中的原因在于ofo小黄车在
去年进入了许多海外城市，但是在年
底由于企业发展出现问题，ofo小黄车
退出了这些海外城市，由此引发了海
外媒体的关注。

全球媒体和网民对这些企业点赞

互联网消费口碑CGI榜则是对这
些企业的全球数据进行情感分析，从
而得出的口碑评价排名。

在电商领域，排名分别是天猫、
淘宝、京东、苏宁易购、拼多多。这个
排名和人气榜是一致的。这也说明
各家企业在管理自身的产品服务质
量方面是合格的。因为往往关注的
人多，使用的人多，出现差评的几率
也会增加。但显然榜单并没有出现这
种情况。

在手机行业，排名是小米、vivo、
华为、苹果、OPPO。小米依靠粉丝的
口碑效应，依然排名第一。排名第二
的是 vivo，虽然关注度不如华为和
苹果，但是在口碑方面却获得不错的
成绩。

在生活服务行业，前五名是大众
点评、美团外卖、饿了么、口碑、糯
米。出行行业中，前五名是滴滴出行、
ofo小黄车、摩拜单车、青桔单车、嘀
嗒出行。

滴滴出行虽然在去年经历了乘客
安全风波，但是随后进行了比较彻底
的改革，特别是在安全方面做得越来
越透明，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口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互联网消费CGI榜：

全球媒体和网民最喜欢这些企业品牌

3月14日，在封面新闻“3·15诚信金榜颁奖典礼”上，中译语通科技（成
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梁浩宇发布了《互联网消费CGI榜》。榜单通

过对过去一年内各个互联网消费领域的龙头企业的数据进行提取，分析了各
家企业的人气和口碑情况。

CGI是通过对全球公开大数据进行专业深度的分析，计算出综合影响力指
数，也是目前唯一的以全球开源大数据作支撑，定期发布更新的大数据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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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3·15诚信金榜颁奖典礼”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