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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
“保险+期货”
为海南胶农撑起保障
“伞”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近年来，
在橡胶价格波动频繁
的背景下，
胶农难以摆脱
“靠天吃饭”
的困境。 在此背景
下，多家期货公司在我省开展了“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以保障胶农收入，
保护天胶产业发展，
实现精准扶贫。
为了提高胶农生产积极性，保障胶农收入，海南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加速推广。日前，国元期货与
保险公司赔付了五指山市毛道乡 108 万元天胶“保险+
期货”项目保险理赔款，1700 户农户受益，其中大多数农
户是记录在册的贫困人口，抵御风险能力较差。据了

解，五指山市以橡胶为主导产业，起点低、经济实力薄
弱，扶贫任务艰巨。国元期货 2017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
年在毛道乡开展天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
在白沙，今年 7 月新湖期货有限公司及其风险子公
司上海新湖瑞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携手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启动了 2018 年海南省
白沙黎族自治县天然橡胶价格指数保险项目。本次试
点项目包含两个子项目，分别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支持的
5000 吨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和白沙县政府出资的 5650 吨

天然橡胶价格保险，确保了胶农的利益，使天然橡胶生
产获得完全保障。至此，白沙县民营天然橡胶生产实现
“保险+期货”
全覆盖。
在临高，中信期货自 2017 年开始，连续两年帮助临
高县全县贫困胶农积极运用“保险+期货”模式应对橡胶
价格波动的挑战。2017 年覆盖全县 7500 亩橡胶园，受益
农户 2045 户。2018 年继续加大覆盖力度与广度，收益农
户扩增至 3996 户，赔付金额也由 2017 年的 50 余万增至
200 余万。

携手苏宁
海南国寿举办客户专享团购会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近日，
“相约苏宁 礼遇国寿，
中国人寿客户专享团购会”在海南苏宁易购日月广场店
盛大开幕。
本次中国人寿与苏宁易购的合作是建设中国人寿
社区化、生活化保险服务体系的又一次创新实践，深化
双方合作，作为一次高端客户服务回馈中国人寿客户。
双方应该打破传统思维，整合资源，发挥更大优势，真抓
实干，助推双方业务发展，实现合作共赢。相信本次专
享团购会能给海南国寿的客户朋友带来最优质的服务
与最实惠的价格，为中国人寿与苏宁易购的深入合作打
响开门红。
同时为促进业务发展在联合客户经营电子商务、金
融保险物流、体育、阳光采购、苏宁小店等多个领域开展
合作洽谈，双方表示将整合双方集团优势，积极推动基
于双方线下的布局点位优势的战略合作。苏宁易购与
中国人寿在联合客户经营和渠道共享方面存在较大的

合作机会，并将重点整合苏宁小店等线下场景与其他线
上资源推进 OMO 营销模式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以客
户为中心的服务生态圈。
基于双方总部的合作基础，海南苏宁联合中国人寿
海南分公司经过近一个月的接洽沟通，从货源、资源、价
格、服务等方面全力筹备。优惠活动覆盖海南苏宁所有
门店，针对中国人寿客户制定了专属 500 元购物礼包，
单件大家电购物满 4000 元立减 500 元，
购物满 5000 元立
减 600 元。国寿客户在消费任意金额即可参与抽奖，为
保证国寿客户的“专享特权”，苏宁将由专门导购人员全
程陪同，
专享快速付款绿色通道，
减少购物期间排队的苦
恼，便捷完成整个付款流程，省心省时。同时承诺，因产
品质量问题，30 天包退，30 天补差价，365 天包换。用最
好的服务，
最优惠的价格和最好的体验回馈国寿客户，
这
也正体现了双方集团积极推动并整合基于双方线下布局
点位的优势，
联合客户经营和渠道共享资源的落地。

真诚守信 雪中送炭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近日，海口市民冯女士将一
面“优质服务真诚守信 情系客户雪中送炭”的锦旗送至
富德生命人寿海南分公司客服大厅，感谢公司主动高效
地为她爱人办理理赔事宜。
2018 年 4 月份被保险人林先生感觉双下肢乏力，随
后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就诊，确诊为“脊髓灰质炎”。并且
经过半年的治疗林先生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双下肢
已完全丧失活动能力。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巨额的医
疗费也让这个原本不太富裕的家庭无力承担，后来林先

海南太平人寿
与海南工行开启战略合作

生爱人冯女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通保险公司报案电
话，经查询系统 2010 年林先生曾在富德生命人寿海南
分公司投保《附加定期重疾 A》保额 10 万元，初步了解被
保险人的病情后，理赔人员积极协助客户收集申请资
料，主动联系司法鉴定中心并陪同客户进行伤残鉴定，
最终鉴定结果符合条款中所规定重疾的标准，在资料齐
全后的两个工作日内，保险公司将十万元的重疾保险金
给付给了被保险人，这笔钱不仅解决了一家人的燃眉之
急，更为一家人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为承接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11 月 30 日，
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吴博在海口与中国工商银
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胡晔进行工作会谈。太平人寿海南
分公司业务总监汪建行，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副
行长张波、王树慧，以及金融业务部、个人金融业务部
等部门负责人参会。
会谈中，双方就中国太平与工商银行的合作基础、
投资合作项目、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赋能一季合作等
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表示要进一步提升合作关系，
共同开启海南全面战略合作新局面。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胡晔表示，工商银
行作为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中国太平作为唯一
一家总部设在境外的金融保险央企，双方前期战略合
作基础雄厚，未来合作空间更大。同时，胡晔高度赞扬
中国太平的经营成绩及品牌优势，充分肯定太平人寿
回国复业后取得的成绩，认可商业保险对于社会稳定
发展的积极贡献，并展望海南保险市场的广阔发展前
景。2019 年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期待与太平投资
取得战略合作，工商银行将提供最好、最快的服务。在
太平人寿银保业务合作方面，积极发挥工商银行与中
国太平国际化、多元化、专业化优势，加大金融与保险
服务力度，优先支持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赋能一季银
行保险产品期交规模保费业务目标的达成，不断深化
合作基础的深度和广度，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吴博首先对工商银行
海南省分行给予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的支持表示衷心
感谢，其次，明确表态，太平人寿海南分公司将积极联
合中国太平集团各子公司，搭建海南省政府或企业与
太平集团各子公司共享与沟通的桥梁，为集团战略协
议的落地实施做好各项服务支持。同时，2019 年将深
入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拓宽银行网点专项资源
与政策的投入，携手精细化经营和服务海南市场高端
客户，增加省行、支行级项目合作频次。

广告

中行金融管家
建行“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
“快贷”
自 2014 年推出
以来，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
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 200 万户，
贷款投放超过 700 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
“快贷”
新增客户就超
过 20 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
“秒申、秒审、

秒签”3 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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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