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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市委宣讲团走进我市保险业

宣讲接地气 贯彻有方向
荆门晚报讯（记者郑晓东 通讯
员赵正新）11 月 27 日，全市保险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市委宣讲
团报告会在荆门宾馆举行。 全市保
险业市级分公司、 中心支公司主要
负责人，各县（市、区）支公司主要负
责人，全市保险业基层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 市保险行业协会全体工作
人员，共计 130 人参加。
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校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市
情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贾贤良作
了题为《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目标

开启新征程》的宣讲报告，贾贤良首
先介绍了党的十九大概况和取得的
主要成果。随后，他从充分认识新时
代的深刻变革、 勇于担当新时代的
历史使命、 深刻领会新时代的思想
方略、 切实贯彻新时代的战略部署
四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和解读， 为全市保险业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提供
了指导和帮助。
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林表
示， 协会前期通过集中观看党的十
九大开幕式及闭幕式特别报道、开

展专题学习讨论会以及学习十九大
报告及党章等一系列活动， 在全行
业已经掀起了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
潮。 下阶段，他要求全市保险业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来，要深刻领会、全面把握十九大精
神实质和内涵， 不折不扣落实党的
十九大关于金融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 着力解决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难
点、痛点、弱点问题，补短板、强弱
项，尽心竭力服务经济民生、保障安
全稳定大局。

报告会现场。 荆门晚报通讯员 赵正新 摄

客户意外身故 快速赔付百万元

荆门太平人寿完成开业以来最大赔付
近日， 太平人寿荆门中心支公司
首例百万理赔案顺利结案。 这也是太
平人寿荆门中心支公司开业以来单笔
赔付最大的案件。
陈女士和丈夫黄先生一直经营餐
馆。 2017 年 10 月 16 日，黄先生发生
交通事故意外身故。作为黄先生保险代
理人，太平人寿荆门中心支公司总监林
菊得知消息后，一直安慰陈女士并帮忙

及时报案申请理赔。 接到报案申请后， 驾年华保险的乘用车身故保障责任，理
理赔人员马上进行查询，核实陈女士在 赔金给付 100 万元。
2015 年为黄先生投保了百万驾年华保
很快， 陈女士的手机短信响起，
险 1 份，保险金额为 100 万元，这是该 100 万元理赔金到账。 陈女士感慨道：
公司开业 10 年以来金额最大的一起理 “没想到太平人寿的工作效率这么高，
赔案。 理赔人员马上向总、分公司汇报， 没想到仅交 2400 元获得的保险理赔
并积极向代理人和客户了解事件详情， 款就达到 100 万元。 我要以自己的真
为客户进行理赔指导。 2017 年 11 月 8 实经历告诉大家，风险无情人有情，保
（李莉）
日，经公司审核，确定黄先生符合百万 险保障必须拥有。 ”

快速理赔 阳光人寿荆门中支获赠锦旗
为回馈社会， 渤海财险荆门中心支公司员
工近日走上街头，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此次
活动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 提升了公司的美誉
度。
荆门晚报通讯员 张莉莉 摄

近日， 阳光人寿荆门中支快速处
理两起理赔案件，分别赔付 10 万元重
疾保险金及 19.58 万元伤残保险金。
客户邓某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
投保一份 《阳光人寿孝顺保恶性肿瘤
疾病保险》，保额 10 万元。 2017 年 9
月，她因患子宫内膜腺癌住院。阳光人

寿荆门中支得知后第一时间派理赔人
员前往探望，在了解病情调查审核后，
向邓某一次性赔付 10 万元。
客户万某所在工厂为员工集体投
保了 《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2016 年 6 月 28 日， 万某因工烧
伤致 6 级伤残， 双眼角膜化学性烧伤

住院治疗， 公司理赔人员经核实意外
事故属实，根据保险条款约定，给予客
户万某 19.58 万元伤残赔付金。
两次迅速理赔及时解决了客户的
燃眉之急，客户及其家人为公司送来锦
旗以感谢阳光人寿高效优质的理赔效
（万新华）
率和热情周到的服务。

荆门保险业 7·8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系列报道（之二十）

鼎和财险荆门中心支公司
在第五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
动期间，鼎和财险荆门中心支公司围绕
“远离贫困， 从一份保障开始” 活动主
题，开展了“7.8 公里扶贫公益跑”“保险
为生活添色彩”等活动。
7 月 8 日， 鼎和财险荆门中心支

公司全体员工来到凤凰湖水库开展了
保险扶贫公益跑活动。 天虽下着小雨，
但丝毫不影响跑 步 健 儿 们 的 热 情 ， 跑
步 结 束 后 ， 全 体 健 儿 们 通 过 “咕 咚
APP” 捐献里程促成保险扶贫项目落
地。

长江财险荆门中心支公司
7·8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期
间，长江财险荆门中心支公司积极响应
市保险行业协会、上级公司号召，组织
开展了“7.8 公里扶贫公益跑”“保险五
进入”等系列活动。
预热期间， 公司全体员工统一着

装，进入火车站进行保险宣传；活动现
场，公司设咨询台、立展板、发资料，向
市民介绍保险公众宣传日，讲解投保注
意事项、轻微事故处理办法等相关保险
知识。 同时，工作人员耐心解答提问，得
到了市民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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