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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发布会，林
岱仁总裁、徐海峰副总裁分别
对新一代“战略决策支持”“移
动银保通”“大健康平台税优保
险健康服务项目”等产品进行
了发布。

积极尝试管理创新
推动战略决策迈向智能化

在新一代建设规划中，战
略决策支持产品是智能决策平
台的核心组件。作为智能化、
多领域的决策支持平台，它以
可视化、移动化的方式，把销售
前端的市场对标、队伍发展信

息都整合在一个大“智库”里，
让公司管理层能够实时看到图
表，迅速掌握各区域市场的发
展全局。林岱仁指出，“要借助
科技力量在智能时代实现‘运
筹于掌中，决胜于千里’”。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以“移动化”助力银保转型

“移动银保通”是新一代营
销领域智能销售平台的重要组
成部分，打造了中国人寿主导
的移动化银行柜面，解决了银
行渠道项目运作出单及收费不
便捷的痛点，一定程度增强了
公司与银行系统对接的主动

性，助力公司迅速开拓银行渠
道合作资源，助推银保渠道业
务转型升级。林岱仁指出，“要
加强与银行渠道沟通，加强内
部培训，迅速将客户经理队伍
武装起来，依托系统支持大力
推进渠道代理业务拓展模式转
变”。

积极抢抓政策机遇
以健康服务助力税优业

务发展

中国人寿大健康平台是新一
代规划中营销领域的核心内容。
本次该平台推出的五项税优配套
健康险服务项目是健康保险业务

与健康管理服务融合发展的探索
实践，与税优保险配套向客户提
供，满足客户服务需求，从而提升
税优业务市场竞争力。

健康保险近年来一直是保
险市场需求的重点，也是产品
创新的热点。中国人寿新一代
建设是在流程变革的基础上进
行的系统建设，是推动公司转
型升级，打造“科技国寿”的重
要举措，它将带来各项经营方
式的转变，让销售队伍插上科
技的翅膀，为公司转型发展装
上科技的引擎，让客户享受到
智慧服务。

（孙涛 牛哲）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中原证券
平顶山分公司获悉，近期将陆续展
示中原证券“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
技大赛的选手情况。本次竞技大赛
分为“5万-50万元”和“50万元以上”
两个组，每期各展示3名选手情况。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wangzj
总收益率：276.36%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秦港股份 1000股
选手昵称：xia666
总收益率：264.12%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方大炭素 68000股

宝泰隆 6000股
选手昵称：star?long
总收益率：221.11%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方大炭素 15300股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杜杜
总收益率：316.06%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江特电机 20000股

长园集团 10000股
盛屯矿业 20000股 四维图新

33000股
福满电子 15000股
选手昵称：伟大
总收益率：147.15%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中科创达 103800

股 科大讯飞 103800股
建研院 1000股
选手昵称：韦晨
总收益率：102.33%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江特电机 811300股
大赛热线电话中原证券平顶山

分 公 司 0375- 4851999。
（贺凯歌 牛哲）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股市有
风险，入市须谨慎。）

“赢在中原”理财
大赛选手展示

投诉渠道→→
电话：15603751862
邮箱：2271793669@qq.com
微信平台：鹰城车市保险

存 款 变 保
单 ，保 险 理 赔
被 打 折 扣 ，被
荐股不涨反被
套 ，遭 遇“ 飞
单”，高收益未
兑 现 ，被“ 跑
路 ”…… 您 是

否有苦难言？找不到可以投诉的地方和维权的渠道？ 如果遇
到这类问题，可向本报反映，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您的财富多加
一份保障。

维权行业：保险、股票、基金、信托

上个月，市民罗女士趁着女
儿还没有开学，专门请了公休开
车带女儿去郑州方特玩，不料在
高速上发生追尾，罗女士和女儿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撞伤；市民
方先生今年五一期间开车带着一
家人到少林寺玩，路上发生交通
意外导致车头受损，他本人也在
事故中受了轻伤……两位车主虽
然都给自己的爱车投了保险，但
都没有给自己和家人购买人身保
险，事后住院看病花了不少钱。

再过两个多星期，又到了国
庆七天长假，每年的国庆长假，
都会有一些旅客意外受伤害的
报道，让原本的愉快之旅变成了
伤心之旅。因此，市区一些保险
公司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大家：
出门旅行，在打点好行装、规划
好路线及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外，购买旅游人身意外保险十分
必要。这样可以转嫁风险，降低
损失，让旅途更加安心、愉快。

据介绍，人们出游通常有三
种方式可选择：跟团游、自驾游
和境外游。这三种出游方式遇
到的风险不同，决定了选择保险
的侧重点不同。

跟团游
最好多买个综合险

由旅行社组织，在导游带领
下的跟团游一般会以旅行社作
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旅行
社责任险。旅行社责任险的保
险责任主要是承担旅游活动过
程中因旅行社的疏忽、过失造成
的事故导致人身伤亡的经济损
失、费用（医疗费）或因人身伤
亡发生的其他相关费用（旅行
延迟、行李物品的损坏等）。

在旅途中，游客因个人过
失导致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
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费用
或自身疾病引起的各种损失
及损害，不在旅行社责任险的
赔付范围之内；由不可抗力，
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突
如其来的意外带来的游客人
身与财产损失，也不在其责任
范围之内。

因 此 消 费 者 在 准 备 跟 团
出游时，一定要给自己购买旅
游综合意外伤害保险。通过
商业寿险公司来承担因旅行
中发生的意外导致的人身伤
害、医疗等部分费用，来提高
自身保障，减少出游带来的损
失。

自驾游
人身保险不可少

十一黄金周，和日常行车
相比较，自驾游可能遇到的风
险要大得多，无论对车还是对
人的保障需求都更高。自驾游
的游客应从人身和财产两方面
来考虑保险需求。

发生意外时，平常购买的车
险实际上对车的保障基本上都涵
盖了，像车损险、三责险大部分人
都购买了，自驾游前需要额外购
买的是意外险，属于人身保险。

人身保障方面，除了一般
的意外身故、疾病住院、意外医
疗费用责任外，应该还要增加
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机
动车）意外险、意外残疾和丧葬
的保险责任，最好选择带有未
成年人相关保障的险种，以更
好地应对意外风险；财产方面，
主要考虑随车行李保险和家庭
财产综合保险，彻底打消后顾
之忧，安心出游。

市民在自驾游前最好先整
理一下自己买过哪些险种，因
为有的商业保险项目较多，可
能已包含了出行、旅游的相关
保险，如已购买相关保险，就无
须重复购买。另外，要根据旅
游行程安排购买相对应保险期
限的保险，保险期最好等于或
大于出行期，但多出的时间不
用过长。购买时，要仔细阅读

和了解条款，看看保险合同保
障哪些内容，不保哪些内容，这
是非常重要的。

境外游
莫忽视紧急救援

在选择境外旅行医疗保险
时，不要只选择便宜的买。不
同公司的产品保障水平不一。
比如在境外意外摔伤，被送往
当地医院急救手术，一样的意
外医疗保障，有些公司并不承
担当地所有的医疗费用，而是
要折算成国内相对应手术的费
用进行理赔。此外，选择境外

旅游保额应该根据自己出行的
地域来决定。

市区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
人员特别提醒准备出境游的市
民注意，针对境外一些紧急情
况的处理，建议增加紧急救援
保险责任。所谓紧急援助保
险，是指保险公司与国际救援
组织联手推出的旅游救助保险
险种，将原先的旅游人身意外
保险的服务扩大，使传统保险
公司的一般事后理赔向前延
伸，以便于事故发生时提供及时
有效的救助。

（牛哲）

十一出游

有了车险还不够 人身保险不可少

中国人寿发布三款重磅产品

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记
者近日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获悉，该协会已正式发布《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发行
注册工作规程》及相关配套文
件。新规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在银行间市场，自2011年4月
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定向发行方式
推出以来，受到市场各方欢迎。
但随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市场广
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市场对于
定向发行制度的层次性和功能性
都提出了新的需求。

据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5年 11月引入专项机构投资人
制度（N＋X）之后，定向发行亟须
进一步构建与定向投资人分层相
适应的完整规则体系，进一步优
化注册制在定向发行中的实现方
式，在具体操作层面对相关环节
进行细化与规范。而在强化信用
风险防范的全环链建设的同时，
定向发行也需要继续保持便捷高
效的特点。

据介绍，此次《规程》修改主要
是从定向投资人分层管理、强化中
介机构职责和优化注册工作机制
等方面展开。新规优化了与投资
人分层管理相适应的机制安排，强
化中介责任，夯实“中介机构尽职
履责是基础”的注册制理念，细化
信息披露要求，兼顾投资人保护和
定向发行灵活便利两个诉求，简化
注册发行全流程工作机制，优化风
险防范机制。 （刘开雄）

银行间债市出新规
1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