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8日，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
寿”)在泉城济南举办国寿鑫福
临门年金保险和国寿福(庆典版)
保险产品组合上市发布会，并公
布了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中
国人寿副总裁詹忠，中国人寿业
务总监、山东省分公司总经理魏
成和出席了此次活动。

近年来，中国人寿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
多元化产品经营策略，不断强化
资产负债管理，遵循价值导向，丰
富保险产品供给，以更好地满足
广大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保险保

障需求。
中国人寿此次推出的国寿

鑫福临门年金保险是该公司在
建司七十周年之际，重磅推出
的一款可满足客户子女教育、
养老规划等需求的保险新品。
而此次推出的国寿福(庆典版)
保险产品组合则是中国人寿顺
应人民群众运用保险保障美好
生活的需要，专门研发的一款
突出保险保障本源、切实满足
群众对保险新期待的保险产品
组合。

会上，中国人寿还公布了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詹忠介

绍，在“重振国寿”战略部署下，
中国人寿聚焦高质量发展，秉持

“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的企业文
化核心理念，始终勇担社会责
任，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
创造价值、服务社会”的责任理
念，积极探索建立自身成长与贡
献社会兼具的商业模式，在人民
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
所扶、学有所教方面，助力补齐
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
献。据了解，作为国内首家在纽
约、中国香港、上海三地上市的

金融保险企业，中国人寿积极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为股东、客户、
员工和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
创造更大价值。中国人寿积极响
应中央精准扶贫号召，实施产品
扶贫、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公益
扶贫。仅2019年上半年，该公司
扶贫保险赔付资金就达27 . 87亿
元，其中，贫困人口的大病保险
赔付总金额近20亿元，受益贫困
人口超过100万人次。2019年上
半年，公司通过中国人寿慈善基
金会捐赠3745 . 97万元，用于落
实精准扶贫。

魏成和表示，中国人寿山

东省分公司始终牢记企业使
命、勇担社会责任，以保障民
生和服务大众为己任，立足山
东、扎根山东、服务山东，全
面助力提升当地社会保障水
平，已为4000多万客户提供了
超过 2万亿元的风险保障。自
2016年以来，公司理赔及满期给
付累计505 . 4亿元。公司还扎实
开展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
银龄安康保险、学生平安保险等
多个利民惠民项目。为超过15
万人提供了就业创业平台。在
鲁投资规模突破530亿元，全面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人寿保险泉城发声

公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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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带撕裂、半月板损伤，听
起来是运动员们才会遭遇的伤
病，却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身
上。在外上大学的东营女孩小
惠(化名)今年就在体育课上不
慎受伤，导致韧带和半月板损
伤，花去了6万余元医疗费。好
在她早就配备了太平超 e保
2018医疗保险，赔付了近48000
元的医疗费。

用生日红包买了一份保险

2018年10月的一天，在
外求学的小惠迎来了自己18

岁生日，做保险代理人的舅舅
发来一个200元的微信红包：
“你18岁了，给自己买份保险
吧。”

小惠虽然有些不解，认为
自己年纪轻轻的用不着，但出
于对舅舅的信任，她还是用红
包里的钱为自己购买了太平超
e保2018医疗保险。没想到，
这个独特的生日礼物帮了自己
大忙。

今年3月，小惠在篮球课上
打球时膝盖扭伤，当地医院诊
断为半月板损伤，但在随后的

几个月里，伤情一直未见明显
缓解。今年8月，小惠到医院住
院治疗，诊断为右膝前交叉韧
带损伤、半月板损伤。

因医疗器械和耗材价格较
高 ，小 惠 住 院 9 天 花 去 了
61913 . 62元。因受医保报销范
围目录限制，社保和大病互助
总共报销3929 . 85元，剩余医
疗费用，在扣除免赔额后，太
平人寿共赔付47983 . 77元。

身边人对保险“路转粉”

赔付完成后，小惠笑言：

“这次理赔把我一生的保费都
‘赚’出来了”。除此之外，她身
边那些对保险缺乏认可的同
学、家人，纷纷“路转粉”。

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小惠，
深知这6万余元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好在自己配置了太平超e
保2018医疗保险，并表示将会
一直续保，让自己在人生之路
上感到踏实。

太平人寿温馨提示：如果
您爱好运动，配置医疗险和意
外险，可以有效应对因伤病带
来的医疗费用支出。

女大学生体育课意外摔伤

180元保费，得到太平4万理赔

今年8月份，山东威海Z女
士罹患恶性肿瘤。猝不及防的
变故让Z女士备受打击，虽然家
庭条件较好，但突如其来的几
十万元治疗费用和后续高昂的
康复费用，让Z女士一家蒙上了
一层阴影。

很快Z女士变得从容起来，
因为她曾在新华保险公司投保
了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等多
份保单。准备好索赔材料，Z
女士通过新华保险公司的保单
服务人员提交了理赔申请。经

审核，公司正常赔付重疾保险
金170余万元，多倍保障重大
疾病保险继续有效，并豁免后
续保费60万元。

在北京接受化疗的Z女士
得知理赔结果后松了一口气，

“这下医药费有着落了，可以安
心治疗了”。而Z女士已经花费
的30余万元的医疗费用，在其治
疗结束后，由于投保的康健华贵
B款医疗保险依然有效，新华保
险公司仍将承担给付责任，充分
保障Z女士的后续治疗。

经历了患病、治疗、理赔的
Z女士，禁不住发出感慨：“当初
买保险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根
本没想到自己还不到四十岁会
得这个病。后来去医院才知道，
原来患病的人这么多，还有很
多比我年龄小的病友。”

“更重要的是，这份多倍保
障保险产品，在恶性肿瘤赔付
后，仍然继续有效，而且后续的
几十万保费都不用再交了。真
的为自己选择了这么好的保险
产品而庆幸。感谢我的保险代

理人，感谢新华保险！”
当前的重大疾病呈现“三

高一低”的趋势，即发病率高、
治愈率高、花费高及发病年龄
低。在重大疾病引发的费用损
失中，治疗费用只是其中一部
分，持续的康复费用和因病无
法工作的收入损失也给患者造
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对此，通
过商业保险转嫁风险，用高额
医疗险解决治疗费用、用重疾
险解决康复费用和收入损失，
是明智的选择。 (张新伟)

170万！新华保险快赔助客户从容应对疾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俄罗斯电视台近日报道，
世界最大的印钞厂——— 德拉
鲁公司，日前发出了可能破产
的警告。

据该公司官网介绍，具有
200多年历史的德拉鲁公司与
全球142家央行签订了印钞合
同，也就是说世界上约三分之
一的钞票都是这家公司印刷
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印
钞机，德拉鲁是一个集防伪印
刷、造纸与现金处理为一体的
英国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
上市。在德拉鲁的高光时刻，

股价曾经高达1597 . 4英镑(约
合人民币14771元)。

在最新公布的半年报中，
德拉鲁的主营业务——— 印钞
的营收下降了29 . 5%，这直接
导致了该公司上半年的净利
润下降了87 . 1%，疲软的业绩
让股价又一度下挫约20%。截
至12月6日，德拉鲁的股价仅
剩130英镑/股，还不到高点的
1/10，市值仅剩1 . 35亿英镑，公
司的债务水平已经远远超过
了其总市值。在极度依靠信誉
生存的印钞行业，有哪家央行
还愿意把本国印钞订单交给
一家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呢？

印钞公司要破产的原因，

移动支付的发展是最容易想到
的。在俄罗斯电视台的报道中，
德拉鲁公司称是受到了现金支
付向非接触式银行卡支付和在
线转账转移的冲击。可以用来
印证这一点的是，英国咨询公
司RBR发布报告称，去年全球
ATM数量出现首次下降。

除了钞票印刷之外，德拉
鲁在过去9年中也一直与英国
政府合作生产护照。但在英国
决定“脱欧”之后，新护照的印
刷也立刻换了厂商。像英国脱
欧这样的“黑天鹅”不止一只，
由于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
胀和美国的制裁，使得委内瑞
拉央行无法支付账单，而为该

国印钞的德拉鲁公司只能无
奈地记下了一笔1800万英镑
的应收账款——— 给一个国家
印刷了钞票，但这个国家却没
有钱付款，这找谁说理去？

(财经麻辣烫是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财经评论随笔栏
目，有财经辣评、财经观城、财
经热读等板块，在壹点号和报
纸版面融媒呈现，可扫码订
阅。)

全球最大印钞厂发出破产警告

家有印钞机能咋地

近年来，国内旅游业发展增速，酒
店也呈强劲发展态势，在品牌连锁酒
店、民宿、高端酒店的不断冲击下，中
小单体酒店大多经营疲软。由于不具
备市场信息收集优势、对动态市场的
变化缺乏敏感度等因素，单体酒店长
期以来都是根据周边市场大致情况定
价，经营形势被动。

意识到单体酒店的短板，许多酒
店业主选择把酒店加入OYO酒店2 . 0。
数据显示，中国酒店存量市场中有约92
万家单体酒店，占比超过85%，在此背景
下，OYO以低门槛、低成本的加盟方式
将这些中小单体酒店整合起来，打造成
统一品牌的“正规军”进入市场。

据悉，OYO中心运营系统做出的
全渠道大数据智能动态调价，是2 . 0模
式的一大亮点。2 . 0模式下，OYO酒店
根据入住率、时段、季节等变量进行加
工的动态调节，可及时响应市场变化，
实现酒店最大化收益。此外，因单体酒
店普遍面临硬件设施老化、无力负担
改造投入等痛点，2 . 0模式下，OYO酒
店工程改造人员将对酒店的实际情况
进行评估，为业主提供高效合理的翻
新改造服务。

OYO解决了单体酒店的痛点：没
流量，OYO带来充足流量，没收益，流
量增长后，收益自然提升上去。2 . 0模
式是对酒店管理行业的一次革新，带
来了更高的运营效率和更低的管理成
本，规范了众多小而散的单体酒店，帮
助提高品质和服务标准，这对于地方
旅游经济也是巨大的带动和提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婉莹)

将规模和品牌效应
转化为价值

单体酒店依靠OYO2.0
打破经营僵局

“我们没花一分钱，就装上了一组30
千瓦的光伏发电设备，是我们杨安镇
的第一例。”12月5日，乐陵杨安镇前董
村村支部书记看着村委会屋顶上铺设
的太阳能电池板开心的说。

据悉，安装在村委会屋顶的光伏
发电设备，是乐陵市派第一书记戚加
泉为发展壮大前董村集体经济，积极
联系省电力公司，又通过省扶贫办将
15万元捐赠给省扶贫办基金会，一级
一级落实，最终落实到了前董村。目前
已完成所有安装程序。在电业公司定
网后，每年所发电量可以为村集体增
收近3万元。前董村充分利用贫困村的
现有资源，突破贫困村集体经济增收
难得的难题，为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摸索出新路径。

乐陵杨安镇：

光伏扶贫助力

村集体经济发展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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