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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社会治理，
推动平安海南建设

海南拟全省开展社会治安保险试点
□ 本报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胡文婕

2017 年，海南保险业积极贯彻落实中国保
监会以及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金融保险工作
的决策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改
革、防范风险、加强监管，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

新增险资投资 36 亿元，累投 136 亿元
保险业务快速发展。2017年海南全省各保险公司实
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64.68亿元，
同比增长23.62%，
增速全
国排名第9。年末保险公司总资产2278.86亿元。目前全
省共有法人保险公司 1 家，
正在筹建法人保险公司 1 家，
省级分公司24家，
中心支公司以下分支机构470家。
功能作用充分发挥。前三季度保险业为海南提供
风险保障 3.95 万亿元，累计缴纳各类税款 5.35 亿元。
全年累计保险赔付支出 49.06 亿元，经济“助推器”和社
会“稳定器”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协调引进保险
资金支持海南建设，2017 年新增保险资金投资 36 亿
元，累计已投资金额 136 亿元，已落地项目还有 68 亿元
的后续资金投入。
监管工作扎实推进。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全年海
南保监局累计投入 164 人次，对辖内保险机构开展现
场检查 32 家次。有效遏制保险风险在海南分支机构
的蔓延。做好互联网保险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摸清了
风险底数并做到即查即改。加强风险监测和窗口指
导，全省满期给付和退保风险形势总体可控。

个市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试点，累计
为 6145 户橡胶种植户提供风险保障 1.79 亿元，总赔付
金额 307.06 万元。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大病保险实行
倾斜性政策，起付线由 8000 元降至 4000 元，使贫困户
获得更大保障。为三亚、陵水、五指山 3 个市县 5.48
万名贫困人员提供“一揽子”综合人身保险，创新推出
深水网箱养殖精准扶贫项目。开展“保险扶贫示范
村”创建活动，通过赠送保险等方式，为 8 个定点扶贫
村 421 户贫困户提供全方位的家庭人身保险和大病
补充保险保障；同时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目前海南保
监局定点扶贫村已实现整村脱贫。
创新支农惠农方式。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其
中南繁制种水稻保险承保面积达到 11.44 万亩，创下历
史新高。全年农业保险累计赔付支出 2.92 亿元，受益
农户 20.19 万户次。推进“一县一品”的特色农业保险
试点工作，开发了胡椒等 9 个新险种，开办产品达到 41
个。推出“农保贷”项目，使数百家农业经营主体获得
2716.5 万元的无抵押贷款，有效改变农民朋友贷款难、
贷款贵、贷不到的局面。

启动巨灾保险试点，为文昌、琼海常住居民提供人身
安全与家庭室内财产安全保障。落实 2017 年“省委省
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续保老年人综合意外险与重
度残疾人意外险，使海南 82897 名老年人与 60587 名
重度残疾人持续获得保险保障，已赔付 212 万元，实
现了保费价格下降、保障人群扩大、保障金额提升、保
险责任完善的既定目标。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筑实体经济风险保障
网，
为海南金海浆纸、
海南航空、
海马集团等大企业和海
南大项目建设提供风险保障，
特殊风险保险、
企财险、
工
程险赔款支出分别为 1.8 亿元、8752.74 万元、5095.77 万
元。充分发挥保险增信作用，
“政银保”
共保体已累计支
持银行向小微企业放款 5.21 亿元。积极服务旅游支柱
产业发展，2017 年旅行社责任险承保旅行社 347 家，办
结案件 525 件，
赔付 362.14 万元；
游客人身意外险承保近
48 万人次，
办结案件 202 件，
赔付 73.32 万元。
积极辅助社会治理，推动平安海南、幸福海南建
设。责任保险累计赔款支出 8376.68 万元。在陵水、儋
州等市县开展社会治安保险试点工作，2018 年拟将试
点工作覆盖到全省范围，海南保监局财险处获得人社
部、中央综治办授予的 2013-2016 年度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海南省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
责任保险试点项目，试点开展以来累计为 20 家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提供风险保障 1.79 亿元。

大病保险
“一站式”结算，累赔 5.69 亿元

定点扶贫实现整村脱贫，农险累赔 2.9 亿元
推进保险扶贫攻坚工作。在白沙、琼中、保亭等 6

助力改善民生保障。大病保险实现“一站式”即
时结算服务，已累计赔付 5.69 亿元，11.2 万人受益。

海南太平人寿：客户可享空中救援服务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范萍凤）1 月 5 日，太
平人寿海南分公司负责人吴博与金汇通航海南分公司
总经理朱子龙一行会面，共同参加太平人寿总公司与金
汇通航合作启动仪式视频会。
同时，双方就太平人寿直升机医疗救援项目落地海
南的相关事宜进行深入洽谈与交换意见。
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负责人吴博表示，通过此次与
金汇通航的合作对接，太平人寿将为客户提供空中救援
服务。凭借太平空中医疗救援专属卡的推广使用，空中

医疗救援这项“高端”
“稀罕”的服务将变得更为“亲民”，
将更大程度满足客户差异化的服务需求。
金汇通航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朱子龙表示，金汇通航
将全力配合，携手太平人寿将空中救援惠及更多有紧急
需要的人。
据悉，金汇通航是目前唯一全国布机并专注于直升
机医疗救援的通航企业，已在全国 22 个省(含直辖市、自
治区)布机并开展救援业务，联合全国 300 多家“120”急
救中心和医院，形成全国化的空中医疗救援网络。太平

人寿将借助金汇通航在航空救援方面的优势，实现保险
产品、保险服务的创新，在原有的 VIP 增值服务“国内救
护车紧急救援服务”基础上，延伸“国内空中紧急救援服
务”的项目，切切实实地将具有国际化水准的直升机空
中医疗救援服务带给了客户，也标志着太平人寿客户服
务体系再次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与金汇通航海南分公司将在
海口举行地区合作启动仪式，现场将实地演练直升机空
中紧急救援。

中行金融管家

中行信用卡消费金融产品 生活尽无忧
百姓生活中，
“ 消费”是民生重要课题
之一。中行海南省分行依据当地客户消费
特点，进一步加大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并持
续加强消费金融产品创新。
据介绍，该行为给客户打造差异化的
授信服务，通过分析信用客户日益多样化
的信贷消费需求，推出了刷卡分期更加便
捷的金融产品——中国银行信用卡消费金
融产品（信用类）。该产品除满足客户常规
的购车、装修、车位等基础大额消费需求，
更是开创了包括教育、婚庆、医疗等个性化

消费服务功能。
该产品具有众多优势：额度专享。办
理该项业务，中行参考客户家庭工作信息
或资产情况，授信额度可高至 30 万元；期限
丰富。分期期限一至五年，充分缓解还款
压 力 ；费 率 优 惠 。 部 分 客 户 月 费 率 低 至
0.25%；部分服务可选择现金自主使用，分
期授信金额 30 万元以内可划入办理客户名
下中行账户，满足各种消费资金需求；办理
便捷。纯信用、免抵押、申请资料简便，支
付方式灵活。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营业网点，中国银行客服热线95566 或者 海南分行咨询电话：0898-66563276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最新优惠产品
跨境业务优惠产品介绍

一、
阳光海外直投
*客户选择自己的投资标的，将资金直接投资到海外；
*不受外汇管理局 5 万美金购汇额度限制；
*阳光、合法、境外支付效率高！
二、
跨境见证开立海外账户
*提供本人身份证、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即可办理；
*可进行储蓄存款、境外汇款、金融投资（证券、基金、衍生产品）！
三、
外币三重礼优惠活动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境外汇款，
免汇款手续费；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结售汇业务享点差 5 折优惠；
*美元、港币定期利率优惠！

查询详情，请即致电或
亲临南商（中国）海口分行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时代广场首层 咨询电话：66592664，66553285，66553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