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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刚

本报讯 今年端午，为
了让全体员工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节日，平安产险平
顶山中心支公司开展了以

“欢庆端午，粽乡情浓”为主
题的端午节员工关爱活动。

6月 2日下午，在平安
产险平顶山中支培训室，桌
子上摆放着精致的甜品、水
果和粽子，每一位员工脸上
都洋溢着笑容。

当天，该公司除了举办
下午茶活动，还为每位员工

准备了端午福利——扶贫
助农爱心卡，员工可自行在
壹钱包商城中购买扶贫助
农产品，不仅饱含了公司对
员工的祝福与关怀，而且也
为扶贫助农公益事业奉献
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据了解，平安产险平顶
山中支在每个传统节日来
临之际都会给员工送上一
份节日福利，一方面鼓励员
工积极工作，另一方面也是
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使平安发展成为一家
有温度的企业。

平安产险平顶山中支员工
端午节受关爱

本报讯 在六一国际儿童
节的第二天，华夏人寿平顶山
中心支公司来到新华区团结
路小学，对10名家庭暂困儿童
进行慰问。这是他们近年来
开展的第6个以“筑梦未来，豫
你童行”为主题的关爱暂困学
生活动。

6月2日下午，华夏人寿平
顶山中支负责人何琦、刘书峰、

田自顺等一行人来到团结路小
学，在学校会议室，他们为 10
名家庭暂困学生送上装有篮
球、书包等礼物的大礼包，折合
人民币 7000 元。优秀少先队
员为捐赠者敬献了红领巾，表
达了感激之情。

何琦在捐赠仪式上表示，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少儿教育是系

好人生第一颗纽扣的重要一
环，为少儿教育创造更好的环
境是每个华夏人的心愿。

据了解，多年来华夏人寿
平顶山中支不忘初心，积极投
身公益，践行社会责任，今后该
公司将继续发挥优势，用实际
行动践行金融主力军，回馈社
会的责任和担当，将爱心不断
传递下去。 （杜海 娄刚）

华夏人寿平顶山中支开展助学慰问活动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为提高全体员
工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
力，6月6日，国华人寿平顶
山中心支公司组织员工开展
2022年消防知识培训。

本次培训由河南省专
安消防咨询服务中心专家
姬宏宇进行讲解。姬宏宇
首先以一个个真实的案例，
让大家看到火灾对人身及
财产造成的巨大威胁，事故
现场的视频、照片令员工们
深感震撼。随后，姬宏宇对
火灾发生时的处置措施、安
全逃生方法以及消防工具

的正确使用方法等一一作
了详细阐述，最后有针对性
地对安全报警器的正确使
用方法、灭火器的安全使用
方式、消防通道的安全逃生
重要性现场进行了讲解，通
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消
防安全理念深入在场每位
员工心中。

该公司有关人士表示，
消防安全事关公司的稳定
经营和员工的生命安全，国
华人寿平顶山中支将进一
步落实安全经营管理，扎实
推进各项工作，巩固完善自
我要求，为公司业务发展保
驾护航。

国华人寿开展消防知识培训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6月2日，市民
张女士专程将一面写有“一
言九鼎，理赔神速”的锦旗
送到人保寿险平顶山中心
支公司柜面。

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张女士2020年在该公司投
保无忧人生重大疾病保险，
保额为20万元，2021年又投
保了百万医疗保险。今年3
月份，张女士因牙疼住院检

查，发现脑部长出一肿瘤，于
是住院治疗。治疗结束后客
户经理将其理赔资料递交到
公司，经公司审核符合理赔
申请，遂及时操作结案。

张女士收到理赔款时
认为赔付金额为2.4万元，
再仔细一看是24.87万元，
她本以为良性的肿瘤未达
到重疾赔付标准，没想到公
司经过认真审核直接匹配
可赔付险种，她非常感谢，
为公司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不惜赔不滥赔

人保寿险让张女士很意外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5月31日上午，市
慈善工作座谈会在市慈善总会
三楼会议室召开。市慈善总会
表彰了 2021 年为我市慈善事
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18 家爱心
企业和单位，并颁发奖牌。泰
康人寿平顶山中心支公司和新
华保险平顶山中心支公司分别
荣获“2021年度慈善事业特殊
贡献单位”称号、“2021年度慈
善事业突出贡献单位”称号。

据了解，2021年，全市各级
慈善会共募集、发放慈善款物
3.57亿元，其中资金3.14亿元，
物资0.43亿元，救助和帮扶困
难群众15万余人次，受益群众

100多万人次。其中，“99公益
日”活动我市总筹款金额7579
万元，在全省省辖市级慈善会
排名第二。

泰康溢彩基金为平顶山地
区抗洪救灾捐款 300 万元，市
慈善总会特授予其“2021年度
慈善事业特殊贡献单位”荣誉
称号。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在发
言中介绍了保险行业及泰康商
业向善的企业文化。泰康人寿
平顶山中支作为集团的一家三
级机构，是泰康企业文化的践
行单位，时刻坚守诚实信用、守
法遵规；坚持服务创新、客户至
上；坚定商业向善、造福社会。

新华保险平顶山中支荣获
“2021年度慈善事业突出贡献

单位”荣誉称号。新华保险平
顶山中支扎根鹰城20载，面对
2021年暴雨灾害，新华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通过新华保险平
顶山中支向平顶山市捐款 50
万元，专项支持平顶山市灾后
重建。新华保险平顶山中支向
汝州市寄料镇、鲁山县四棵树
乡等受灾严重地区捐赠急需的
救援物资共计3.25万元。该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华保险
平顶山中支长期致力于投身公
益事业，公司成立了新华保险
志愿者联盟平顶山分部，组建
了一支100余人的志愿者联盟
队伍，持续开展爱心助考、消费
扶贫、送爱心、送温暖、文明创
建等公益活动，传播保险大爱。

我市两家保险企业
受市慈善总会表彰

本报讯 多年来，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平顶山中心支公
司在高考季都会举办“爱心
送考”活动，将其视为一项履
行社会责任、为考生开辟梦
想起航绿色通道的爱心公益
活动。今年高考，他们再次
积极筹划“爱心送考”，为考
生助力。

6月7日一早，该公司工

作人员就组织好车辆，提前
在查勘车及志愿员工车辆的
明显位置系上绿丝带并清洁
车内外卫生，保持良好的车
容、车貌、车况，以备考生及
家长有急用时挥手即停。工
作人员还一再交代驾驶员，
要为广大考生提供文明、热
情、周到的送考服务，让考生
舒心、让家长放心。

同时，该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在市二中考点附近设立
暖心服务站（如图），为考生
免费提供饮用水、文具等，为
家长提供纳凉场地，并向考
生家长宣传如何做好考生心
理疏导等事宜，受到广大学
生家长的一致好评，纷纷称
赞 国 寿 财 险 服 务 暖 心 、贴
心。 （娄刚/文 田曙光/图）










































国寿财险：

“爱心送考”助力考生

本报讯 快速及时理赔
是农业灾后迅速恢复生产
的重要保障，记者6月7日
获悉，中国太保产险平顶
山中心支公司已经开启绿
色理赔通道，并处理一起
小麦种植农户的报案。

目 前 处 于 小 麦 收 获
期，为保障种植农户能够
在灾后迅速恢复生产，提
升农户种植积极性，中国
太保产险平顶山中支启动
绿色理赔通道，多路并进、

多措并举，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从平顶山各县区调
取专业农业保险理赔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受灾
严重的地区，开展勘察统
计工作，并向受灾农户讲
解保险理赔流程，全力支
持宝丰小麦理赔工作。5
月 24日，中国太保产险宝
丰支公司快速处理一起小
麦种植农户的报案，为当
事人减少了损失。

（牛博 娄刚）

保障粮食安全

太保启动绿色理赔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