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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扩展“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保障。为更好保障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生命健康，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作为重庆市医疗责任保险
共保体首席承办人，牵头决议为已投保医责险共保项目的各医疗机构免费扩展“医务人员感染法定传染病责任”保障，总体保障额度1000万
元，保障医疗机构近200家，保障医护人员约5万名。市分公司在重庆银保监局、重庆市卫健委指导下专项部署该项服务工作，开通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理赔绿色通道，24小时受理理赔报案，线上理赔7×24小时随时待命，并启动了医务人员出险预付赔款工作。——产品说明（在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确诊，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一次性2万元/人的补偿；
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导致身故、残疾，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按最高30万元/人予以赔偿。医务人员在保险期间开始以后七日内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保险人也负责赔偿。医疗机构赔偿限额：对
参加重庆市医责险共保项目的医疗机构，赔偿限额不超过本医疗机构医责险累计赔偿限额。总体累计赔偿限额：对所有参加重庆市医责险共

保项目的医疗机构，总体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咨询电话（023-88356413）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多种方式办公，确保保险服务不间断。市分公司统筹协调建立远程办公、分散办公、错峰办公的工作机制，加大客户线上化工作推进力
度，强化业务知识技能的网上培训，通过录制视频、编制课件等方式开展业务培训，提升服务保障技能。市分公司广大理赔工作人员奋战在
抗疫一线，不畏惧、不退缩，坚守岗位、主动担当，戴着口罩奔赴各个理赔现场，为切实保障生产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远程座席，在线服务不间断。疫情来袭，重庆人保财险95518客户服务中心既要落实疫情防控、撤离位于闹市区的职场，又要保持在岗在
线、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多方考虑之下，重庆人保财险积极调动信息科技部门全力支持95518客服中心开发完善在家办公的技术流程，自2月
2日起，分散在不同地方的29个家庭座席织起了重庆人保客服之网。
目前，95518全员保持了重点服务重庆本地的29个居家坐席，还为外省支持提供6个服务席位。实现日均电话服务近1000通，接通率100%、客
户满意率100%，仅用一次通话实现问题解决率85%。
重庆人保财险根据人保集团、总公司的总体工作部署，在当地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科学组织、多措并举，全力保证保险服务不打烊。
依托人保集团的“中国人保”APP以及“重庆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公众号，可在线实现线上客服、线上投保、已购买保险产品查看等各类保
险服务无接触办理，为广大市民持续提供保险服务。
线上理赔方面。对于双车事故，依托警保联动实现在线事故定责到保险理赔的全流程。对于单车事故，可通过“重庆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
的“拇指理赔”完成理赔流程。
3.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助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在直接支农支小方面，重庆人保财险投放保险资金，借助农险保单增信，全力破解生猪养殖企业和养殖大户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特别是
针对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特殊时期，全面简化融资流程和资料，最快当天就可投放资金。
与此同时，重庆人保财险助力农村地区加强生产生活防疫措施，自疫情防控起开始实施农险远程承保理赔操作，并于2月26日完成系统升级
调试，目前已实现农业保险在线投保、在线理赔，农户足不出户即可在“掌上”轻松投保、快速理赔。截至目前，重庆人保财险已累计支付
农险赔款1025.37万元，帮助5451户农户快速恢复生产，充分发挥保险对“菜篮子”和“米袋子”产品的保障功能。
此外，为给企业积极提供复工复产风险解决方案，重庆人保财险增加疫情相关保险产品供给，开发了涵盖新冠肺炎感染风险的法定传染病保
险、雇主责任险、安全生产责任险和涵盖营业中断损失、企业财产损失的复工复产小微企业疫情防控定额保险等保险产品，为企业顺利复产
提供“定心丸”。
随着疫情防控阻击战进入关键阶段，重庆人保财险将持续保证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应，创新推出更多方便、快捷的服务举措，助力各行
各业稳产保供和有序复工复产。



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扩展“医务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保障。为更好保障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生命健康，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作为重庆市医疗责任保险
共保体首席承办人，牵头决议为已投保医责险共保项目的各医疗机构免费扩展“医务人员感染法定传染病责任”保障，总体保障额度1000万
元，保障医疗机构近200家，保障医护人员约5万名。市分公司在重庆银保监局、重庆市卫健委指导下专项部署该项服务工作，开通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理赔绿色通道，24小时受理理赔报案，线上理赔7×24小时随时待命，并启动了医务人员出险预付赔款工作。——产品说明（在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确诊，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一次性2万元/人的补偿；
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导致身故、残疾，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按最高30万元/人予以赔偿。医务人员在保险期间开始以后七日内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保险人也负责赔偿。医疗机构赔偿限额：对
参加重庆市医责险共保项目的医疗机构，赔偿限额不超过本医疗机构医责险累计赔偿限额。总体累计赔偿限额：对所有参加重庆市医责险共

保项目的医疗机构，总体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咨询电话（023-88356413）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多种方式办公，确保保险服务不间断。市分公司统筹协调建立远程办公、分散办公、错峰办公的工作机制，加大客户线上化工作推进力
度，强化业务知识技能的网上培训，通过录制视频、编制课件等方式开展业务培训，提升服务保障技能。市分公司广大理赔工作人员奋战在
抗疫一线，不畏惧、不退缩，坚守岗位、主动担当，戴着口罩奔赴各个理赔现场，为切实保障生产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远程座席，在线服务不间断。疫情来袭，重庆人保财险95518客户服务中心既要落实疫情防控、撤离位于闹市区的职场，又要保持在岗在
线、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多方考虑之下，重庆人保财险积极调动信息科技部门全力支持95518客服中心开发完善在家办公的技术流程，自2月
2日起，分散在不同地方的29个家庭座席织起了重庆人保客服之网。
目前，95518全员保持了重点服务重庆本地的29个居家坐席，还为外省支持提供6个服务席位。实现日均电话服务近1000通，接通率100%、客
户满意率100%，仅用一次通话实现问题解决率85%。
重庆人保财险根据人保集团、总公司的总体工作部署，在当地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科学组织、多措并举，全力保证保险服务不打烊。
依托人保集团的“中国人保”APP以及“重庆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公众号，可在线实现线上客服、线上投保、已购买保险产品查看等各类保
险服务无接触办理，为广大市民持续提供保险服务。
线上理赔方面。对于双车事故，依托警保联动实现在线事故定责到保险理赔的全流程。对于单车事故，可通过“重庆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
的“拇指理赔”完成理赔流程。
3.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助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在直接支农支小方面，重庆人保财险投放保险资金，借助农险保单增信，全力破解生猪养殖企业和养殖大户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特别是
针对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特殊时期，全面简化融资流程和资料，最快当天就可投放资金。
与此同时，重庆人保财险助力农村地区加强生产生活防疫措施，自疫情防控起开始实施农险远程承保理赔操作，并于2月26日完成系统升级
调试，目前已实现农业保险在线投保、在线理赔，农户足不出户即可在“掌上”轻松投保、快速理赔。截至目前，重庆人保财险已累计支付
农险赔款1025.37万元，帮助5451户农户快速恢复生产，充分发挥保险对“菜篮子”和“米袋子”产品的保障功能。
此外，为给企业积极提供复工复产风险解决方案，重庆人保财险增加疫情相关保险产品供给，开发了涵盖新冠肺炎感染风险的法定传染病保
险、雇主责任险、安全生产责任险和涵盖营业中断损失、企业财产损失的复工复产小微企业疫情防控定额保险等保险产品，为企业顺利复产
提供“定心丸”。
随着疫情防控阻击战进入关键阶段，重庆人保财险将持续保证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正常供应，创新推出更多方便、快捷的服务举措，助力各行
各业稳产保供和有序复工复产。



太保产险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创新产品：针对复工企业，推出《传染病疫情防控财产保险》、《附加传染病疫情防控营业中断保险》、《传染病救助
责任保险》、《传染病补偿责任保险》等主险及附加险，积极响应政府及银保监号召，体现险企社会担当，为一线防疫人员
及即将复工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针对学校等教育机构推出“复学保”，为广大师生及教职工提供新冠肺炎相关保障。咨询电
话：65560895

2、针对生产型企业和商业化企业及小微商户，推出不同组合产品，保障企业在制品损失、隔离费用、雇员工资、确诊人员
住院补助及救助金等多种经营风险；咨询电话：65560895

3、国民意外险、个意险、学生险、君安行、驾乘险部分方案扩展新冠状身故及伤残责任。咨询电话：65560910

二、金融服务便利

1、线上化服务：开发线上化投保工具，零接触服务体验，完成风险查勘、投保、出单等一系列操作

2、微信快速查勘理赔服务，客户通过微信“太贴心”小程序报案，我司微信团队线上指导查勘理赔

3、“太畅通”远程定损服务，合作车商及维修企业通过视频连线对车辆进行定损，免除客户等待

4、“互信赔”授权理赔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客户授权额度，自助报案理赔

5、简化理赔流程，符合条件的万元以下案件免现场查勘、免事故证明

6、客户授权同意维修费直赔维修厂，压缩理赔环节，提升客户体验

7、对复工复产企业客户，了解他们需求，开辟“专享赔”绿色通道，指导客户进行线上理赔

8、对“新冠肺”类责任的案件，简化理赔流程，简化单证需求，快速理赔

9、对复工复产企业客户的员工，在复工期间发生工伤者，到协作医院就诊，免客户前期医疗费垫付 

10、在分公司营业厅门口设置“客户接待区”，在指定区域接待客户，专门解决急需上门办理的客户问题，既确保隔离，又
满足客户需求。成立后援远程承保出单团队，确保疫情期间客户投保能及时办理。实行“职场+线上”的作业模式，满足客
户的投保需求。在各机构门店的LED电子屏，滚动播出防疫相关内容，提醒市民注意人身安全与身体健康。在“太平洋产险
重庆分公司”官微新增“防疫信息”模块，可实现“患病同行查询”、“疫情地图查询”、“渝康码申请入口”、“健康咨
询”等功能。客户联系服务，7*24小时人工服务不打烊。热线电话增加语音播报防疫内容话术提示，积极引导客户采取线上
自助服务，同时简化报案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二、优惠政策

1、针对部分经营困难的续保客户，在风险可控范围内，通过降低费率、延长保险期限、扩展新冠责任等方式降低企业经营
负担，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2、依据保监会和行业协会的相关规定和要求，针对营运车辆疫期停运开展停运/停驶业务办理。

三、其他方面

1、持续开展企业微信端的车辆在线投保和安全知识推广服务。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一）“复业保”、“复业保+”（咨询电话：13752912647）
产品说明：针对小微企业，保险责任包含企业财产损失、传染病、火灾爆炸导致的营业中断损失、员工因感染法定传染病的住院津贴、确诊津贴和身
故赔偿金。“复业保”产品：财产保险赔偿限额10万，营业中断损失保额从12000元到144000元4档，保费从158元到1798元；“复业保+”产品：财产
保险赔偿限额及营业中断损失保额与复业保一致，增加了员工甲乙类法定传染病住院津贴、确诊津贴及身故，每人保费从25元到125元，住院津贴从
50元到150元/天，确诊津贴2千、1万、2万共3档，身故从5万、30万、50万共三档.
（二）雇主责任险：（咨询电话：18696782990）
雇主责任险附加雇员传染病责任保险A款，保障雇员在工作期间因感染传染病导致的死亡、残疾。
雇主责任险附加雇员传染病责任保险B款，保障雇员在工作期间因感染传染病产生的确诊金、住院津贴费用
 (三）安全生产责任险（咨询电话：18696782990）
安全生产责任险附加传染病救助责任，保障危化行业、商贸行业、住宿餐饮行业、物流运输行业从业人员在工作期间因感染传染病导致的死亡、残疾
（四）企财险：（咨询电话13996119685）
定制设计了《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方案》，保障复工复产企业因传染病导致停工的产品损失、工资损失等费用；
（五）工程险：（咨询电话13996119685）
推出附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停工费用保险，保证复工施工项目因传染病导致停工的工资损失、设备租金损失等费用；
（六）货运险（咨询电话18202391747）
推出附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停工损失保险，保障运输企业复工后，企业及雇员（司机）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停工，企业及司机已支出的维持费用
、运费损失、转运费用、防护用品、卫生用品的采购费用等。

二、金融服务便利

（一）积极推动线上化：
1.“五取消、三服务”人文关怀举措：
包括取消药品限制、取消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以及开通7*24小时95511应急联络热线、开通线上理赔
绿色通道、赔款预赔，快速到账等服务。
对于人员受伤的案件，进行视频探视，需求垫付预赔医疗费的可直接通过好车主APP、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申请，同时开通线上理赔资料上传、线上
调解、线上签订调 解协议等方式，尽可能方便客户、伤员。
2. 优化线上E理赔，在线无接触全流程理赔；
客户可通过平安e企宝实现自助报案、远程查勘、查询、资料提交、赔款支付全线上化理赔体验
3、 实行无纸化理赔，在线科技实时查勘定损
理赔全程远程视频、图片、语音等查勘定损及资料收集，实行无纸化、线上化、零接触完成理赔
4、 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主动预赔减少客户之忧，
全流程绿色理赔通道，主动预付赔款，简化流程，快速预付赔款助力客户复工复产
5、 主动人文贴心关怀，排查案件及疫情防控提醒
定期向被保险人及经办人沟通联系，主动排查案件发生及理赔告知等，同时提醒客户做好疫情防控安全
6.财务方面：开通各种线上支付途径，客户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网银方式转账支付保费。



三、优惠政策
（一）车险理赔资料减免：
疫情期间，成立非车疫情应对小组，跟踪处理疫情期间特殊案件。对于家财类案件，推出了线上查勘、事故真实性无争议案件减免火灾、交警等第三
方事故证明、免收实物单证等特殊规则。
除死亡外案件全口径线上化处理，万下案件免收实物单证如对于部份事实清楚、非风险案件的案件免事故责任认定书；因行驶证过期无法年检审验的
给予减免、因驾驶证到期无法换证的给予减免；对于非必要单证制定替代规则。
（二）非车险理赔资料减免：
1.放宽理赔人自助查勘定损权限，减免审批流程
给予所有理赔人最大自主理赔权限，全程理赔人权限范围内自主理赔无需审核
2.实现远程视频实时定损，减少现场接触疫情风险
最大程度远程视频、图片、语音远程定损，无需现场接触，降低疫情风险
3.减免单证或单证后补，先理赔结案支付再补充资料
全程减免单证或单证后补，快速远程定损，先理赔结案支付，让理赔更简单化

四、其他方面
（一)支持疫情防控赠险方面：
    1.平安产险旗下平安好生活APP提供免费10万身故保障金。咨询电话：钟媛 023-60370407
    2.通过医责险共保体为医责险医院一线医护人员加保32万（含2万确诊金）。 
    3.为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免费提供“E生平安·疾病守护”保险产品， 保障范围覆盖40种法定传染病（含新冠肺炎）10万身故保障金。咨询电
话：钟媛 023-60370407
    4.为带队赴湖北一线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赠送50万每人次疫情专属保险。
  
（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赠险方面：
      1.为小微企业免费赠送专属风险保障单个企业保额100万。市金融监管局发文向各区县积极推广该免费赠险政策。
      2.为重庆市3000余家承保安责险的危化、烟爆、成品油企业免费附加10万的疫情保障，1月24日该保障已生效，同步扩大至新参保安责险企业
。



永安财产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说明、咨询电话）

1.推出了“新冠病毒保险”。                                                                                
（1）保险责任：新冠身故保险金10万元，保险期6个月，保费18元；保险期1年，保费30元。
（2）投保须知：团单承保，团单人数≥10人；被保险人年龄0-65周岁，可扩展投保单位员工配偶、子女；成人
限投保5份，未成年人限投保2份。
（3）咨询电话：95502。

2.推出了“乐健一生”、“康健”百万医疗系列产品。
（1）保险责任：在原有保险方案责任上，特扩展新冠病毒肺炎医疗费用，取消免赔、取消医院等级、用药目录
、等待期等限制。
（2）投保须知：支持个人、家庭、单位投保；首次投保被保险人年龄30天-54周岁；保险期1年。
（3）咨询电话：95502。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全国客户服务电话95502提供24小时咨询、报案服务。

2.关注官方网站，可随时查询保险产品和理赔服务。

3.通过官方网站、关注永保保险“销售E家亲”微信公众号，可以实现线上便捷投保。

4.推广使用“极速赔”理赔平台，通过线上提供查勘、定损、单证收集、人伤探视、人伤调查等理赔全程服务。

5.提供索赔资料免费快递、专人约定上门收集理赔资料服务。





















华泰产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百万医疗险系列：
产品名称：泰然无忧-百万医疗、安享e生-百万医疗
产品说明：泰然无忧医疗保额可高达300万元仅1万元免赔，安享e生保额100万元且无免赔，同时涵盖新冠肺炎赔
付责任，为支持疫情防控，特针对该疾病豁免等待期。
咨询电话：4006095509

2、怡家-安心意百：
产品说明：涵盖身故、伤残、医疗、住院津贴以及救护车车费责任，为支持疫情防控，特扩展新冠状病毒肺炎身
故责任，全方位保障被保险人。
咨询电话：400609559

3、复工安心
产品说明：采用常规意外险+新冠肺炎身故/伤残/重症轻症津贴/住院津贴，新冠肺炎身故保额高达50万，重症津
贴高达5万元，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针对投保的企业员工豁免新冠肺炎保障等待期，同时支持疫情期间短期投
保。
咨询电话：400609550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推出视频查勘定损，对责任明确，损失小的案件实施现场快速定损

2、支持在线出单,客户零接触、简化承保验车手续。。

3、疫情期间支持办理运营车辆停驶顺延。



天安财产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中小微企业财产及营业中断保险。产品说明：由财产基本险，营业中断险（附加谋杀、传染病和污染保险）被保险人
在保险期间内、等待期后，复工后正常生产营业时，因营业场所首次发现感染甲类、乙类传染病（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确诊病例而被政府相关部门强制要求封闭或隔离，自封闭或隔离开始时间起至封闭或隔离结束时间止，时长
最高不超保单约定的赔偿期限，期间产生的毛利润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咨询电话：
13320392198

2、天安财险企业复工保系列产品。产品说明：由雇主责任险，附加特定疾病责任，扩展紧急救助费用，扩展工资保障。
保障内容，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残疾和其他因工伤导致身故残疾，疫情期间，由于企
业复工后，有员工首次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从而导致企业其余员工全部被隔离，由此产生的需企业支付的餐饮费、住
宿费、生活服务费等紧急救助费用，保险人负责赔偿。疫情期间，由于企业复工后，有员工首次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
从而导致政府主管部门要求企业停工，在停工期仍需支付的人员工资，保险人按当地最低月工资标准进行赔偿，且最长
不超过90天。
咨询电话：13320392198

3、我司推出了新百万医疗保险、团体人身保险、驾乘无忧产品、天地行（疫安心）等四款产品。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
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残疾适用于团体人身保险、驾乘无忧产品、天地行（疫安心）；住院医
疗适用新百万医疗保险。其中：
（1）团体人身保险，分为四款产品，身故残疾保险金分30万、10万，保险期分365天、180天、90天。
（2）“疫安心”产品，保费60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残疾保险金20万元、飞机及轨道交通意外伤害各20万元，
保险期为一年。
（3）赠送企业客户方案：①保险责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扩展责任）保额10万元，意外身故、伤残责任保额

0.1万元，保费零元。保险期间：90天。②领取条件：①企业雇员总人数150人以内的小微企业用户；②雇员年龄16-60

周岁；③产品特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障特别说明：每个企业限免费领取一份，多次领取无效；

(4)_投保方式为不记名，以出险时被保险人的社保缴费记录为准；
(5)保单起期前已经经医院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处于隔离状态的雇员或60岁以上的雇员，不属于保单保障
范围；
(6)雇员因保单约定范围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每人赔偿限额10万元，保单累计赔偿限额1500万元；
(7)雇员每人医疗费赔偿限额0元，因工伤意外导致一级伤残或身故的，每人赔偿限额1000元。定额代码：FA002180
4、赠送个人客户：保险责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保险金10万元，营运飞机意外身故保险金10万元，火车/地铁/轻轨意
外身故保险金5万元，年龄18含-65周岁（含），保险期间90天，等待期7天。咨询电话：13996492190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实行在线自助查勘，引导客户自助理赔。
2、取消部分人伤核查要求。取消医疗探视要求。暂停涉医院的材料调取工作，暂停全辖所有需要前往医院调取材料、调
查的相关人伤核查工作，改为电话、视频、微信等方式开展调查。
3、积极开展电话调解工作。
4、简化理赔单证.减免事故证明、实行电子化收单。
5、承保（含批改、退保）实行互联网在线服务，保单、发票实施电子化等。 





中华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世纪精英”医疗保险（扩展保险责任）（咨询电话：15023643899）

2.个人医疗保险（扩展保险责任）（咨询电话：15023643899）

3.“厨浴安心”家庭燃气保险（人身意外保险部分扩展保险责任）（咨询电话：18623537047）

4.“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企业复工复产保险）（咨询电话：18623537047）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7*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向公司客户提供详细的产品责任咨询、快速理赔指引、病毒预防指导。

2.疫情发生期间，我公司保证24小时保持线上投诉渠道畅通，及时妥善处理与疫情相关的消费者咨询、投诉、报案，
第一时间处理，确实保障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为保险消费者通过pc端、手机端的线上方式进行金融业务。我司的产品、政策和服务通过官方公众号集中宣传，消
费者可通过中华财险重庆分公司官方公众号完成线上投保、购买支付。在保障金融服务畅通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消
费者疫情期间外出的风险。

4.疫情期间符合小额快处快赔条件的案件，查勘定损人员征求客户意见、引导客户尽量采用“快易赔”自助拍摄视频
或照片完成查勘或定损。

5.简化非车险业务核保资料：对于因防疫要求，确实暂时无法取得书面投保资料、投保清单、清册的业务，在通过微
信、邮件、传真等方式确认客户真实投保意愿、投保关键信息和投保人身份后，可以后补相关资料，系统可以先行核
保通过。待疫情局势缓解后，迅速补齐相关资料。

三、优惠政策

1.对购买我公司疾病医疗类保险产品的客户，将主动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疾病责任。对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出险者开
通理赔绿色通道、无需提供保单即可申请理赔；取消住院医院级别限制、取消住院报案的时效限制，对于客户因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疾病而支付的医疗费用，将依据条款约定主动预付、快速理赔;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的，取消
原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等待期、观察期限制。



2.开展营业性客运车辆保险合同期限顺延工作，尊重客户意愿，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为客户办理最长时间不超过4
个月的延长保险保障。

3.在疫情防控期间，对运输防疫物资和重要生活物资的相关物流企业车辆，在企业提供了政府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的情
况下，在承保时可暂不执行车险“见费出单”有关要求，协商适当延期收取车险保费，以缓解物流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

4.根据银保监会《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车险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险部函﹝2020﹞36号)文件的要求，
续保时商车险无赔款优待系数不因受疫情影响导致未按时续保而上浮。











大地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复工安行保”，针对政府组织的复工返程农民工免费赠送，为返岗务工人员提供接送过程中意外伤害5万元
/人，以及接送过程中和到岗后3个月内感染新冠肺炎身故20万元/人的保险保障。咨询电话：023-67605691，
13062379308。

2."我爱我家"家庭综合意外险，产品说明：意外伤害10万，意外医疗2万，新冠肺炎身故20万，意外住院补贴30
元/日，意外骨折津贴30元/天；公共交通意外：飞机20万，火车10万、轮船10万；乘坐营业客车+驾乘非营业客
车意外各5万：节假日交通工具双倍赔付等。以家庭为单位投保，从3口到6口之家均口投保，新冠肺炎无等待
期，保险金额全家累计从300万至600万不等，保费525至960元不等，职业类别不超过4类。咨询电话：023-
67740842,13628378979。

3.“安心保”人身综合保险，产品说明：包含个人版、企业版，责任包含意外伤害15万，意外医疗5万，意外住
院补贴80元/日，重症监护住院津贴150元/日，公共交通意外：飞机80万，火车50万、乘坐营运汽车20万；驾乘
非营业客运车意外伤害10万，传染病（甲乙丙类）身故责任30万，猝死20万，人均保额234万，保费根据被保险
人数调整，人均保费239至300元/人.年不等，职业类别不超过4类。咨询电话：023-67740842,13628378979。

4.责任险附加扩展条款：
（1）附加扩展法定传染病责任保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从事与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的工作
时，由于感染保险单载明的法定传染病而遭受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2）附加法定传染病误工费用保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从事与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的工作
时，由于感染保险单载明的法定传染病而遭受人身伤害，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误工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
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雇员暂时丧失工作能力持续超过五天的，经二级以上（含）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
构证明，保险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赔偿：
误工费用=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30×（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天数－5）
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天数截止至残疾程度确定日之前一日或医疗期满之日（二者以先发生者为准）止，最长不超
过一年。
保险人对每一雇员在主险合同项下的残疾赔偿金与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误工费用赔偿金额之和，以主险合同约
定的每人伤亡责任限额为限。
（3）附加扩展法定传染病医疗费用保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从事与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的
工作时，由于感染保险单载明的法定传染病而产生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费用。
（4）加法定传染病隔离损失补偿保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从事与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的工
作时，由于感染保险单中载明的法定传染病而被隔离治疗，或由于密切接触法定传染病确诊患者而依法被采取
隔离措施，由此造成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被隔离雇员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或其他必要的、合理的直接
费用损失，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咨询电话：63318896，13617638911



5.企财险附加法定传染病营业中断损失保险条款，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在保险单载明的营业场所内被证实有保
险单载明的人员罹患法定传染病，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该营业场所被封闭或进行人员隔离，导致被保险人营业受
到干扰或中断，由此产生的赔偿期间内的毛利润损失，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咨询电话：
63318896，13617638911

6.公路货物运输定额保险附加法定传染病扩展保险条款，在保险货物运输过程中，其运输途径地因法定传染病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时，保险单列明的运输车辆驾驶人因确诊或疑似感染该法定传染病而住
院治疗或被强制隔离，导致运输延误，由此造成的保险货物的直接物质损失，保险人按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咨
询电话：63318896，13617638911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1）保持95590畅通，7*24小时受理客户报案和咨询；
（2）取消定点医院治疗的限制，因本次疫情紧急救治的客户，可不受合同约定定点医院限制。
（3）推出线上理赔通道，客户通过微信小程序“大地理赔宝”申请理赔，上传理赔单证。
（4）简化理赔手续，对于因此疫情引发的身故、残疾、重大疾病的客户，先行赔付，后补齐相关资料；对确诊
客户，万元以下免收纸质就医材料，通过“大地理赔宝”上传就医资料。
（5）及时预付、支付。为满足治疗需求，对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申请，已经确定费用的，及时预付、支付赔款
。

2.为停运的营运客车提供保险停驶服务，办理停驶的车辆保险，停驶期间保险期间顺延，减少了客户停驶期间
的保险费损耗，减轻企业客户成本压力。

三、优惠政策

百万医疗将新冠纳入保障范围

四、其他方面

1.对江北区4800名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疫情一线的各街镇、村（居）委会干部职工、志愿者工作人员捐
赠专属保障，对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身故的一线人员，每人赔偿50万元；对在防疫工作中因意外导致身故的一
线人员，每人赔偿10万元。

2.简化投保手续，引导客户线上化投保，部分非关键投保材料，可先不提供，复工后后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关于有关服务举措的公告》
（详见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q8ZsS96YYuX1aHpD18pVrg）

二、特色金融产品

产品名称：进口预付款保险业务。
产品说明：为有进口经营权的企业提供在进口贸易中因供应商所在国政治风险或供应商商业风险导致的预付款无
法收回的风险保障。该产品是对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内按照进口合同规定支付预付款项后，依据进口合同有权
要求并且已经要求国外供应商退还该预付款项，但由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原因导致其不能收回相应预付款项所遭
受的直接损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的保险产品。
备注：对于受政府指示或委托，为应对疫情而从国外进口防疫物资而投保进口预付款保险的企业，可不受该产品
客户准入条件限制。
咨询电话：17726603618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外贸企业有求必应。通过线上服务与线下值班相结合并行处理客户承保、理赔等需求。

2.结合实际，简化投保理赔操作程序。发挥“单一窗口”平台优势，支持小微企业线上投保。接受企业电子版投
保单据和可损通知书，接受邮件确认委托追偿与电子版委托代理协议，接受线上回签赔付通知书，其它材料后续
提交。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关于有关服务举措的公告》
（详见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q8ZsS96YYuX1aHpD18pVrg）

二、特色金融产品

产品名称：进口预付款保险业务。
产品说明：为有进口经营权的企业提供在进口贸易中因供应商所在国政治风险或供应商商业风险导致的预付款无
法收回的风险保障。该产品是对被保险人在保单有效期内按照进口合同规定支付预付款项后，依据进口合同有权
要求并且已经要求国外供应商退还该预付款项，但由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原因导致其不能收回相应预付款项所遭
受的直接损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的保险产品。
备注：对于受政府指示或委托，为应对疫情而从国外进口防疫物资而投保进口预付款保险的企业，可不受该产品
客户准入条件限制。
咨询电话：17726603618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外贸企业有求必应。通过线上服务与线下值班相结合并行处理客户承保、理赔等需求。

2.结合实际，简化投保理赔操作程序。发挥“单一窗口”平台优势，支持小微企业线上投保。接受企业电子版投
保单据和可损通知书，接受邮件确认委托追偿与电子版委托代理协议，接受线上回签赔付通知书，其它材料后续
提交。



太平财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咨询电话：毛殷：13452816500】

（一）企无忧：
1、呼吸系统重大疾病身故保险金20万/人
2、免费扩展新型冠状病毒疾病身故及全残保险金20万/人
3、呼吸系统重大疾病保险金2万/人
4、免费扩展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津贴保险金2万/人
5、免费扩展新型冠状病毒隔离津贴0.6万/人
6、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10万/人，20万/人
7、公共交通工具意外身故及残疾保险金20万/人

（二）畅无忧
保险责任：
1、呼吸系统重大疾病身故保险金10万
2、新型冠状病毒疾病身故及全残保险金20万
3、呼吸系统重大疾病保险金1万
4、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津贴保险金2万
保险期限：6个月
保险费：29.9元/人
产品须知：
1、被保险人：3-55周岁能正常工作、生活的自然人
2、职业类别：无限制
3、生效日：最早可选择投保次日生效。
4、等待期：30天（新型冠状病毒责任等待期15天）

（三）雇主责任险扩展“附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条款”
保障已复工企业扩展自复工之日起或申请生效之日起（以后发生者为准）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雇员因从事与
被保险人相关的工作中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死亡或一级伤残的，每人赔偿人民币10万元，累计赔偿限额人民
币100 万元。

（四)团体意外扩展新冠责任
意外身故、残疾免费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残疾责任；意外住院津贴免费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津
贴。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7*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及专业专人咨询服务。



2、投保及承保：
（1）“太平财险”官方微信开通自助办理通道，支持查保单、办理赔、申请救援、激活保险卡等服务；
（2）充分利用线上操作、远程vpn和手机端移动审批平台，保证复核及核保流程顺畅；
（3）简化投保和批改流程，放宽验车范围，批改可先提供电子版影像资料；
（4）保单电子化、电子签名全面覆盖，简化投保批改流程，合规前提下保证客户投保不受影响；
（5）升级线上出单工具，扩大线上移动出单平台出单范围，由只能录入自然人客户扩展到非自然人客户。

3、报案及查勘：
（1）宣传多种报案方式，优先引导客户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助报案；
（2）指引客户采用视频或微信理赔方式，无需现场等待或接触查勘人员；
（3）疫情封锁地区可通过其他互联网方式（微信、QQ等）将照片直接发送至理赔人员；
（4）医院就诊案件取消首次查勘工作，免人伤查勘照片及相关单证，伤残案件免医院复勘，可凭现场照片及交
警证明直接处理。

4、理赔：
（1）开通线上视频理赔、信任赔绿色通道，对必须进行现场查勘的案件做好双向防护；
（2）为减少客户等待时间，防止人员聚集，修改理赔单证规则，精简数量。

5、高度重视疫情期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成立客户预警快处小组，协调各部门及时处理客户投诉。

三、其他方面

1、太平财险重庆分公司团委积极响应中央金融团工委、全国金融青联和金融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号召，向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抗击疫情 金融青年在行动”捐赠活动，捐赠总金额为5450.66元。

2、中国太平发起“守望相助 共抗疫情”募捐活动，太平财险重庆分公司员工积极参与，自愿捐助，捐赠总金
额为37901元。

3、在政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二级应急响应期间，我司重点客户因确诊感染新冠肺炎（NCP）在境内住院
（不含港澳台地区 )，出院后可获得居家康复指导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专业康复评估、居家康复指导书、指
导书解读、远程居家康复指导等四项服务。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



华安财产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推出了华安“易复工”综合保障计划，在企业投保企业财产险的基础上，附加了传染病保险责任，包含了在
保险地点范围内由于发生法定传染病（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企业应政府要求停工停产，停工停产
期间产生的营业中断损失、隔离雇员工资、租金支出，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负责赔偿。

2.对于投保雇主责任险，可附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事故责任保险，承担对因雇员感染新冠肺炎，而致使雇
员死亡残疾、医疗费用、误工费的赔偿责任。

3.推出了“君安保”个人意外险（新冠肺炎版）保险方案、“家安保”家庭成员意外险（新冠肺炎版）保险方
案，且在我司投保借款人意外险、团意险、学平险、顺意e生百万医疗险等产品均可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责任
。

4.所有产品，全国顾客可拨打95556咨询、购买。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启动全流程线上操作流程，优化客户面签、面核环节，减少人员近距离接触；

2.对因为疫情导致无法正常还款的客户，达到理赔要求的及时理赔。

3.理赔服务：理赔主推远程视频查定、简化理赔流程、减免非必要索赔材料、索赔单证电子化，提供更人性化
的客户服务

三、优惠政策

对于我公司的保险且未到期的客户，可免费扩展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事故责任保险，承担对因雇员感染新冠
肺炎，而致使雇员死亡残疾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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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财产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大家保•企无忧（新冠保障-企业版）：意外、疾病、津贴全覆盖；疾病身故最高保额30万，意外伤害津贴最高
3000元；全面保障疫情期间复工风险；直系亲属也可投保。咨询电话9666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疫情期间，加强推动客户微信自助理赔，我司后台远程指导，减少人员接触，提高案件处理时效；

2、在理赔案件处理查勘定损过程中，我司推出“极速赔”系统，远程收集相关定损照片及案件资料，有效提高
案件处理速度；

3、保单特约第一受益人的，由于疫情影响无法第一时间提供还款证明，我司要求客户提供按时还贷的还款明细
即可先正常办理理赔，待疫情防控措施除后将第一受益人授权委托相关证明补充提交；

4、疫情影响部分案件无法及时收集发票，此类案件可以发票后置处理；

5、人伤调解案件疫情期间无法现场调解，我司均采取视频远程调解形式，材料原件可通过快递收集。

6、部分客户车辆无法及时办理年检，我司采取先给予正常办理的措施，有效保证客户服务，疫情防控措施接触
后将年检合格相关证明补充提交；



大家财产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大家保•企无忧（新冠保障-企业版）：意外、疾病、津贴全覆盖；疾病身故最高保额30万，意外伤害津贴最高
3000元；全面保障疫情期间复工风险；直系亲属也可投保。咨询电话9666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疫情期间，加强推动客户微信自助理赔，我司后台远程指导，减少人员接触，提高案件处理时效；

2、在理赔案件处理查勘定损过程中，我司推出“极速赔”系统，远程收集相关定损照片及案件资料，有效提高
案件处理速度；

3、保单特约第一受益人的，由于疫情影响无法第一时间提供还款证明，我司要求客户提供按时还贷的还款明细
即可先正常办理理赔，待疫情防控措施除后将第一受益人授权委托相关证明补充提交；

4、疫情影响部分案件无法及时收集发票，此类案件可以发票后置处理；

5、人伤调解案件疫情期间无法现场调解，我司均采取视频远程调解形式，材料原件可通过快递收集。

6、部分客户车辆无法及时办理年检，我司采取先给予正常办理的措施，有效保证客户服务，疫情防控措施接触
后将年检合格相关证明补充提交；



阳光产险重庆市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垫江支公司加入共保垫江县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在岗职工财政补贴保险

2、产品名称：雇主责任保险C款；
   产品说明：主险承担雇主责任险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00元，使用附加法定传染病条款扩展传染病承保责任，每份保障累计赔
偿限额3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每人赔偿限额30万元；
   咨询电话：18696901777

3、产品名称：老板安心公益版；
   产品说明：主险承担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企业财产险等多个集合险种，使用附加法定传染病条款扩展传染病承保责任，每
份保障累计赔偿限额10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每人赔偿限额10万元；
   咨询电话：18716438969

4、产品名称：疫无忧
   产品说明：法定传染病疾病保险条款，甲类传染病+新冠肺炎确诊一次性给付身故、全残、确诊责任
   咨询电话：023-63821113、023-63825021

二、金融服务便利

1、营业车辆可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停驶的保单批改，保险期限可顺延；

2、“一键赔”理赔线上工具。将客户理赔需求作为导向，打破地域限制，远程理赔专家在线处理事故理赔，有效兼顾客户服务与疫
情防控，当前的线上化查勘率近90%，定损率达30%。3、减免理赔单证及流程。对单位授权书、从业资格证、维修发票、事故证明等实物单证，按事故金额分段、案件类型进行差异减
免，同时提供人伤微信调解室，足不出户调解人伤事故纠纷，电子协议在线推送，有力保障了客户在疫情期间的服务体验。4、“阳光全能保”工具积极推广线上报价、电子签名、线上支付、电子保单和电子发票等，满足客户线上投保等需求。客户也可以通过全能分享二维码自主录单，自助线上购买车辆保险、健康保障保险、交通意外保险等产品，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

5、支持客户线上化操作，推出客户自助服务，客户可采用官微、官网、车生活APP、阳光财意赔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投保、理赔相关操作，足不出户不接触即可完成。

三、优惠政策

垫江支公司加入共保垫江县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在岗职工财政补贴保险,保障疫情期间复工复产企业在岗职工参保的，因新冠肺炎等传
染疾病导致重度残疾及死亡，赔付额度为30万元及以上且保险期限为90天及以上的商业保险，按实际保费支出不高于20元/人的标
准，按复工时间不等政府补贴的公益性保险。



阳光产险重庆市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垫江支公司加入共保垫江县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在岗职工财政补贴保险

2、产品名称：雇主责任保险C款；
   产品说明：主险承担雇主责任险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00元，使用附加法定传染病条款扩展传染病承保责任，每份保障累计赔
偿限额3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每人赔偿限额30万元；
   咨询电话：18696901777

3、产品名称：老板安心公益版；
   产品说明：主险承担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企业财产险等多个集合险种，使用附加法定传染病条款扩展传染病承保责任，每
份保障累计赔偿限额100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每人赔偿限额10万元；
   咨询电话：18716438969

4、产品名称：疫无忧
   产品说明：法定传染病疾病保险条款，甲类传染病+新冠肺炎确诊一次性给付身故、全残、确诊责任
   咨询电话：023-63821113、023-63825021

二、金融服务便利

1、营业车辆可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停驶的保单批改，保险期限可顺延；

2、“一键赔”理赔线上工具。将客户理赔需求作为导向，打破地域限制，远程理赔专家在线处理事故理赔，有效兼顾客户服务与疫
情防控，当前的线上化查勘率近90%，定损率达30%。3、减免理赔单证及流程。对单位授权书、从业资格证、维修发票、事故证明等实物单证，按事故金额分段、案件类型进行差异减
免，同时提供人伤微信调解室，足不出户调解人伤事故纠纷，电子协议在线推送，有力保障了客户在疫情期间的服务体验。4、“阳光全能保”工具积极推广线上报价、电子签名、线上支付、电子保单和电子发票等，满足客户线上投保等需求。客户也可以通过全能分享二维码自主录单，自助线上购买车辆保险、健康保障保险、交通意外保险等产品，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

5、支持客户线上化操作，推出客户自助服务，客户可采用官微、官网、车生活APP、阳光财意赔小程序等方式进行投保、理赔相关操作，足不出户不接触即可完成。

三、优惠政策

垫江支公司加入共保垫江县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在岗职工财政补贴保险,保障疫情期间复工复产企业在岗职工参保的，因新冠肺炎等传
染疾病导致重度残疾及死亡，赔付额度为30万元及以上且保险期限为90天及以上的商业保险，按实际保费支出不高于20元/人的标
准，按复工时间不等政府补贴的公益性保险。

````````````



都邦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都健康”百万医疗险：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在等待期后因患疾病，在医院接受
治疗的，保险人对住院医疗费用、特殊门诊医疗费用、门诊手术医疗费用、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按照本合
同的约定承担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的责任。该产品涵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住院治疗责任。凡购买此产品的客
户，符合承保条件出险的均可申请正常理赔。 咨询电话:18203005393（梁少）

二、金融服务便利

1.简化理赔资料，对符合小额理赔案件要求的赔案，减免身份证明、保单、简易事故责任认定书等纸质资料

2.通过线上办理小额理赔案件查勘定损、资料收集、支付赔款等理赔服务。

3.对于新冠肺炎病人，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用药限制。

4.7*24小时报案、咨询、投诉等服务，全国服务电话95586。

5.预付赔款服务。在保险责任明确的情况下，对已确认的损失，在保险合同的约定范围内可全额预付；对暂无
法确定损失的案件，可按保险公司预估损失的40%预付。

6.预约上门收集资料，预约电话023-67701630。

7.对于已经办理了停驶业务的出租车及城市公交车的单位客户，如需办理车险复驶业务的，提出申请后我司将
第一时间优先处理相关车险及道承险业务。所有保单恢复必须在申请当天处理完毕，确保被保险车辆恢复正常
上路行驶后的保险保障。

8.车险、财产险、意健险核保人运用VPN处理核保工作，销售人员积极与客户沟通，鼓励其线上办理保险业务，
使用电子保单，减少病毒感染的风险

三、优惠政策

1.对于受疫情影响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建筑等行业企业单位，其承保道承险、雇主险、食责险、公众险
、建工意外险等险种，可根据实际情况向我司提出延长保险期间的需求，我司将积极为单位提供相关延期保险
服务。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公司已通过研发专属附加甲类传染病疾病保险、甲类传染疾病隔离期间津贴医疗保险以及甲类传染疾病补充医疗保险等三款健
康险产品，并可在部分责任险、意外险主险产品之外扩展承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保险保障，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支持
保障。

2.公司针对复工复产企业制定了专属产品方案《复工保》：
（1）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符合约定的医疗机构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型肺炎），本公司给付保险金5000元
（方案B为10000元），本公司对被保险人在本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对该项责任本保单累计赔偿限额为500000（方案B为
1000000）；
（2）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符合约定的医疗机构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重型或危重型肺炎），本公司给付保险金
100000元（方案B为150000元），给付后本公司对被保险人在本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3）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符合约定的医疗机构首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并以该疾病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其身故
的，本公司给付保险金200000元（方案B为400000元），如已给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保险金（重型或危重型肺炎）的，将
予以扣除。咨询电话：杨琴（15320217618）

3.公司针对复工复产企业制定了《雇主责任险（含新冠保障版）》：该产品主要面向对主险保额需求较高的企业客户，包含1-4
类职业人群，分为A、B两款，可按月投保。方案：A款：身故、伤残责任限额20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身故20万、医疗费
用2万、误工费用100元/天、住院津贴100元/天 ；B款：身故、伤残责任限额40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身故40万、医疗费
用0.4万、误工费用100元/天、住院津贴100元/天。咨询电话：肖宁（13983162521）

二、金融服务便利

1.销售支持：（1）非车险方面：公司将努力保障非车险承保销售各环节工作顺利推进，在征得客户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
式开展业务沟通和出单，确保保险保障不断档，全力保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2）车险方面：积极制作防疫宣传标语，引导推
动机构通过微信、QQ等线上方式宣传，并推荐指导客户通过微商城或微平台等线上渠道完成车险询价，实施零接触车险投保，确
保防疫期间的承保服务“不断档”。

2.核保支持，公司已迅速启动车险承保绿色通道。
（1）简化投保流程，通过适度简化投保资料、提升自核通过率和优化汇报链功能，扎实做好保险服务，稳定提供保障供给。
（2）分公司车险管理部指定专人在疫情期间为客户提供1对1投保咨询服务，推荐并引导客户通过微商城或微平台等线上渠道进
行报价、出单和获取电子单证。
（3）总公司车险核保人员全员24小时在线提供承保、核保、保全等专业咨询，同时指导督促分公司车险条线人员落实疫期的业
务发展和疫情防控等关键工作。



3.理赔支持：开启“五快一简”理赔通道，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提供快速理赔服务。
（1）快速响应 接案后简化、省去现场查勘及医院探视等工作环节，立即联系报案人，办理理赔事宜。
（2）快速处理 10钟完成被保险人相关信息录入系统，必要的索赔资料一律后补，确保案件快处。
（3）快速预付 被保险人有预付医疗费用需求的，立即预付不拖延，而且预付金额可以在不超过保险金额上限的范围内突破限制
标准。
（4）快速核赔 客户仅需提供医疗诊断证明及检测报告、费用清单、身份证明、银行账户号资料的照片，即可给予先行赔付。
（5）快速支付 案件从受理报案到支付，原则上保证1小时内完成。
（6）简化材料和环节 简化现场环节，简化纸质材料，优先使用线上手段和电子材料。

4.服务支持：公司紧急启动远程客服端系统，执行现场值班+远程值班相结合的方式，确保24小时全国客服热线工作不间断。

三、优惠政策

1.公司为部分因疫情导致工程延期的项目业务提供保险延期，支持和保障客户工程项目延期的后顾之忧。

四、其他方面

1.按照监管机关停驶复驶规定，指导协助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受理，满足客户疫情期间的停驶复驶需求。
2.安诚保险公司向重庆市保安集团保安人员捐赠新冠肺炎保险，每人保额10万元。
3.青岛分公司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平度市卫生健康局执勤人员捐赠意外险保障。
4.四川分公司向四川省射洪市人民医院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四名医护人员提供每人50万元的保险保障。
5.安诚保险公司各分公司主动捐款支持抗击疫情。
6.安诚保险公司为承租单位免除疫情期间2月份房租。                                                                  
7.疫情期间，我司定期向客户发送疫情防护知识。
8.为避免人员聚集，复工后，向有服务需求的客户提供车辆年审、接送保养车、事故车送修等一对一上门代办服务。
9.运用公众微信号向客户宣传疫情防范措施。
10.向部分复工的交通运输行业免费赠送消杀物资和生活物资。
11.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作为从共方之一向重庆196家医疗机构，约5万医务人员免费扩展新冠肺炎凹陷保障。     
12.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作为从共方之一向重庆市液化石油气行业安责险共保项目免费扩展累计限额200万元的从业人员感染新冠
病毒导致身故的保障。                                                                                                
13.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作为从共方之一向重庆大足区巨灾项目免费扩展辖区内普通居民感染新冠导致人身伤亡每人5万元，医护
人员及防疫一线工作人员感染新冠导致人身伤亡每人30万元的保障。                                                                                               
14.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作为从共方之一向重庆铜梁区巨灾项目免费扩展疫情防控人员确诊每人1万元，感染新冠导致身故每人30
万元的保障。                                                                                                            
15.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作为从共方之一向重庆市校责任险共保项目免费扩展在册学生每人10万元的因新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身
故的保障。                                                                                                           
16.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作为从共方之一向重庆市非煤矿山与金属冶炼行业安责险共保项目免费扩展每人10万元的从业人员感染
新冠病毒导致身故的保障。
17.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向城口县新型冠状肺炎防疫一线人员捐赠新型冠状肺炎意外保险，每人保险金额30万元。
18.安诚保险重庆分公司向酉阳县驻村干部及帮扶人员免费扩展新型冠状肺炎意外保险，每人保险金额30万元。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渤海财险启动六大措施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关于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责任扩展的公告》
《关于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条款责任扩展的公告》
公开文件，微信搜索“渤海财险”公众号，在历史记录中可以阅读

二、特色金融产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说明、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均为4006116666

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扩展责任条款：1、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
保险人身故，适用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2.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
人发生身体伤残，适用意外伤残保险金责任。咨询电话4006116666。

2. 团体健康险，扩展责任条款：1.在《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条款》原有保险责任的基
础上，取消凡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疾病不受保险合同等待期限制，无等待期。2.在《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重大疾病保险（A）条款》、《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重大疾病保险（B）条款》原有保险责任的基础上，扩
展：如果被保险人经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疾病，视同为保险合同约定的一种重大疾病，本公
司按合同约定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最多给付一次。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疾病不受保险合同等待期限制，无等待期。咨询电话4006116666。

3. 附加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在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内，按给付天数乘以每日住院津贴金
额向被保险人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给付天数等于被保险人实际住院天数减去免赔天数。每日新型冠状病
毒住院津贴金额及免赔天数由合同双方约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对同一次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天数最多以7天为限，对不同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累积给付
天数最高以20天为限。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仍未结束的，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
继续承担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责任，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之日起7天为限且与保险期
间内已履行保险责任的天数累计不超过20天。
咨询电话4006116666。



4、附加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团体），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在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内，按给付天数乘以每日住院津
贴金额向被保险人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给付天数等于被保险人实际住院天数减去免赔天数。每日新型冠
状病毒住院津贴金额及免赔天数由合同双方约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对同一次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天数最多以7天为限，对不同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累积给付
天数最高以20天为限。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仍未结束的，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
继续承担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责任，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之日起7天为限且与保险期
间内已履行保险责任的天数累计不超过20天。
咨询电话4006116666。

5、附加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团体），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在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内，按给付天数乘以每日住院津贴金
额向被保险人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给付天数等于被保险人实际住院天数减去免赔天数。每日新型冠状病
毒住院津贴金额及免赔天数由合同双方约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对同一次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天数最多以7天为限，对不同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累积给付
天数最高以20天为限。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仍未结束的，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
继续承担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责任，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之日起7天为限且与保险期
间内已履行保险责任的天数累计不超过20天。
咨询电话4006116666。

6、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
导致被保险人身故，适用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
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体伤残，适用意外伤残保险金责
任。
咨询电话4006116666。

7、交通工具乘客意外伤害保险（团体），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
因此导致被保险人身故，适用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
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体伤残，适用意外伤残保险金责
任。
咨询电话4006116666。

8、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团体），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
导致被保险人身故，适用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
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体伤残，适用意外伤残保险金责
任。
咨询电话4006116666。



9、女性安康团体疾病保险，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
险人身故，适用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
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发生身体伤残，适用意外伤残保险金责
任。
咨询电话4006116666。

10、附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扩展责任条款：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在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内，按给付天数乘以每日住院津贴金额
向被保险人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给付天数等于被保险人实际住院天数减去免赔天数。每日新型冠状病毒
住院津贴金额及免赔天数由合同双方约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对同一次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的给付天数最多以7天为限，对不同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累积给付
天数最高以20天为限。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仍未结束的，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住院
继续承担给付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津贴保险金责任，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之日起7天为限且与保险期
间内已履行保险责任的天数累计不超过20天。
咨询电话4006116666。

11、交通工具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私家车版（含车加意）,赠送意外伤害身故及伤残保险金额1000元、团体意外险扩展新型
冠状肺炎身故及伤残保险金额10万、保险期间：6个月。
咨询电话4006116666。

12、微信平台“e路畅通”——交通工具乘客意外险，赠送意外伤害身故及伤残保险金额1000元、团体意外险扩展新型冠
状肺炎身故及伤残保险金额10万、保险期间：6个月。
咨询电话4006116666。

三、金融服务便利

1、 广泛宣传渤海专项理赔服务措施

2、 开通专项理赔通道

3、 提供7*24小时报案及咨询服务

4、 取消保险合同中的就诊限制条件

5、 提供预付赔款服务

6、 简化手续，快速理赔















安盛天平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金融服务便利

1、对感染新型肺炎或受疫情影响受损的出现理赔客户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处理，适当扩展责任范围，应赔尽赔。

2、提供24小时报案受理、理赔咨询和小案免查勘等服务，提高理赔效率，提供网上在线定损，一键报案，理赔进度公开透明，实时查验。

3、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客户安抚工作。我司发布了理赔承诺，明确安盛天平保险百万医疗险产品（普通版、慢病版产品）、全球健康险产品（卓越环
球，
智选臻选等产品）的保障范围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的住院医疗，简化理赔手续，做好在线理赔。







永诚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说明、咨询电话）

1.“诚意保”，产品说明：保障扩展至新冠肺炎，覆盖人群广，投保次日生效，保额最高80万，确诊一次性给
付。

2.“诚企保”，产品说明：针对小微企业复工，扩展新冠肺炎责任，投保无等待期，确诊即赔，保额最高50万
。

二、金融服务便利

1、24小时95552客服专线电话报案服务，全国各机构网点提供就近报案、理赔服务；积极主动排查客户出险信
息，多渠道获取患者名单；开启理赔绿色通道，提供医疗费用预付、垫付服务；简化理赔手续、精简理赔资
料；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人员就诊取消定点医院就诊限制；取消保险等待期、免赔额以及自付比例限制；取
消自付、自费药物的限制。车险理赔服务中积极向客户推荐自助查勘或95552远程视频查勘服务，办理自助理赔
、线上理赔，充分发挥自助理赔的优势（即免等待、易操作、快赔付），尽量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永诚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说明、咨询电话）

1.“诚意保”，产品说明：保障扩展至新冠肺炎，覆盖人群广，投保次日生效，保额最高80万，确诊一次性给
付。

2.“诚企保”，产品说明：针对小微企业复工，扩展新冠肺炎责任，投保无等待期，确诊即赔，保额最高50万
。

二、金融服务便利

1、24小时95552客服专线电话报案服务，全国各机构网点提供就近报案、理赔服务；积极主动排查客户出险信
息，多渠道获取患者名单；开启理赔绿色通道，提供医疗费用预付、垫付服务；简化理赔手续、精简理赔资
料；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人员就诊取消定点医院就诊限制；取消保险等待期、免赔额以及自付比例限制；取
消自付、自费药物的限制。车险理赔服务中积极向客户推荐自助查勘或95552远程视频查勘服务，办理自助理赔
、线上理赔，充分发挥自助理赔的优势（即免等待、易操作、快赔付），尽量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市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产品名称：企业复工复产财产保险方案
产品说明：针对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风险需求，设计的保障企业财产损失和停工停产利润损失的财产保险方案
咨询电话：400869551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数字化投保（电子投保）

2.无纸化保单（电子保单）

3.资金支付方面：资金支付由总公司集中支付，加快对资金支付资料的审核，提高支付效率。

4.客户服务方面：
（1）赋能线上，确保服务品质。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保障客户身体健康，提供及时优质保险服务，赋能线上，不用面对面，虽“战”疫'
仍在，但服务不停，热线服务，接听在线上，视频查勘，定损在线。做到了“离岗不离职，服务䁔人心”，始
终为客户提供”专业、快捷、便利、贴心“服务，充分体现了国寿财险“有我，财安心”的服务承诺。
（2）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开通24小时95519/4008695519电报保安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向客户提供理赔服务。对于接到的疫情报案，按
排在接到报案后的5分钟内，通知各级领导。
（3）推出“三多三少”服务举措
  为积极应对疫情突发情况，提供及时优质保障服务，国寿财险启动应急预案，推出“三多三少”举措，服务
客户、服务社会、服务员工。详见附件《中国人寿财险三多三少全国联动助力疫情狙击战》。
（4）提供线上增值服务
  疫情期间，公司为客户提供了线上增值服务，开展微信线上迎新春抽奖活动；线上各类增值服务（道路救援
、酒后代驾、年审预约）流程顺畅。
（5）提供线上自助服务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为保障客户避免接触感染风险，为客户提供线上服务，客户认证微信公众号“中国人
寿财险重庆市分公司”进入“服务大厅”，办理在线报案、自助查询、在线理赔等各类业务，足不出户享安心
服务。
（6）防控知识宣导
  通过微信平台、企业微信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护知识、医疗保障、防护建议等向广大客户及公司员工
进行宣传，以此提高大家的疫情认知，增强自我防控意识。



5.理赔方面：
（1）科技理赔，提升效能。积极响应防疫号召，减少人员高频次接触，最大限度避免客户和理赔人员长时间暴
露在公共场所，积极引导客户采取在线视频或客户自助理赔模式。“中国人寿财险空中服务小程序”、“国寿
准行”、“云端赔”等小程序均实现了车险与非车险的双在线理赔模式。尤其是2月27日上线的非车险“云端赔
”，涵盖疫期重点的责任，意外，健康险险种(含所有捐赠保险客户)理赔，客户都可以用手机通过云端赔处理,
极大程度方便了客户，提高了理赔效率。
（2）绿色通道，及时赔付。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出险客户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同时，结合险种特点和实际情
况，适当扩展责任范围，取消定点医院和医保用药限制，应赔尽赔、应赔快赔。
（3）积极主动，优先处理。对涉及疫情救灾物资生产和生活物资保障企业的保险理赔必须优先处理，提供专属
经理服务。对于疫区企业客户可能发生团单大面积发病情况，以及辖区内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品等重要医
用物资以及重要生活物资骨干企业的保险理赔服务，通过主动查找，可指定专属客户经理直接对接。
（4）简化手续、减免单证。对于疫情爆发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等，责任明确的小额赔案可免事故证明、免纸质
单证，必要单证电子化，理赔人员应主动通过多途径、多方式收集客户电子单证，减少客户因事故处置而在户
外现场停留时间。
（5）体验先行，预付保障。针对采用疫情专属绿色通道处理的案件，涉及车辆损失部分可先赔付后修车、涉及
财产损失需要快速修复或人伤需要紧急救治的，可先行申请预付赔款，并最大限度减免相关理赔材料。针对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出险客户，主动提供代位求偿服务，在预付环节支持按照已确认损失的100%比例预赔相应赔
款。
（6）提前筹谋，制定方案。主动沟通，及时掌握辖内捐赠保险承保方案，明确各保单投保人、被保险人及保障
范围，出险后对接方信息等，并依据各产品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理赔服务预案。
（7）主动作为，履行承诺。抗击疫情特殊时期，建立联系人跟踪机制，主动了解疫情防控动态，对可能存在理
赔风险的潜在对象进行排查，为后续可能发生的理赔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8）理赔线上调解，及时化解纠纷。对于客户与三者方发生交通事故纠纷或非车险意外补充医疗相关纠纷，疫
情防控期间，提供探视、在线咨询、在线调解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

四、优惠政策
1、疫情期间脱保车辆NCD不受影响

2、为疫情期间见费出单业务出台“预出单”管理方案

3、营业车停驶顺延

4、责任险、意外险、健康险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举措：
1、我部针对疫情期间，根据企业情况及合规政策下，调整保费。
2、解决疫情期间延期批改的问题：支持店家一保通、道路客承运人、建工团意险等险种确因疫情无法开工的问
题。
3、简化承保手续，抗疫期间，投保单如确无法及时用印，可由机构负责人签署承诺公章后补即可投保。国寿天
才系统中已有产品可以线上完成投保操作和自动核保，报价相关资料通过企业微信、微信、qq等方式发送给当
日值班人员，也可电话沟通业务情况。
4、出台线上身份验证措施，控制法律风险。
5、对公众和一线抗疫人员捐赠保险。



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市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产品名称：企业复工复产财产保险方案
产品说明：针对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风险需求，设计的保障企业财产损失和停工停产利润损失的财产保险方案
咨询电话：400869551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数字化投保（电子投保）

2.无纸化保单（电子保单）

3.资金支付方面：资金支付由总公司集中支付，加快对资金支付资料的审核，提高支付效率。

4.客户服务方面：
（1）赋能线上，确保服务品质。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保障客户身体健康，提供及时优质保险服务，赋能线上，不用面对面，虽“战”疫'
仍在，但服务不停，热线服务，接听在线上，视频查勘，定损在线。做到了“离岗不离职，服务䁔人心”，始
终为客户提供”专业、快捷、便利、贴心“服务，充分体现了国寿财险“有我，财安心”的服务承诺。
（2）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开通24小时95519/4008695519电报保安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向客户提供理赔服务。对于接到的疫情报案，按
排在接到报案后的5分钟内，通知各级领导。
（3）推出“三多三少”服务举措
  为积极应对疫情突发情况，提供及时优质保障服务，国寿财险启动应急预案，推出“三多三少”举措，服务
客户、服务社会、服务员工。详见附件《中国人寿财险三多三少全国联动助力疫情狙击战》。
（4）提供线上增值服务
  疫情期间，公司为客户提供了线上增值服务，开展微信线上迎新春抽奖活动；线上各类增值服务（道路救援
、酒后代驾、年审预约）流程顺畅。
（5）提供线上自助服务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为保障客户避免接触感染风险，为客户提供线上服务，客户认证微信公众号“中国人
寿财险重庆市分公司”进入“服务大厅”，办理在线报案、自助查询、在线理赔等各类业务，足不出户享安心
服务。
（6）防控知识宣导
  通过微信平台、企业微信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护知识、医疗保障、防护建议等向广大客户及公司员工
进行宣传，以此提高大家的疫情认知，增强自我防控意识。



5.理赔方面：
（1）科技理赔，提升效能。积极响应防疫号召，减少人员高频次接触，最大限度避免客户和理赔人员长时间暴
露在公共场所，积极引导客户采取在线视频或客户自助理赔模式。“中国人寿财险空中服务小程序”、“国寿
准行”、“云端赔”等小程序均实现了车险与非车险的双在线理赔模式。尤其是2月27日上线的非车险“云端赔
”，涵盖疫期重点的责任，意外，健康险险种(含所有捐赠保险客户)理赔，客户都可以用手机通过云端赔处理,
极大程度方便了客户，提高了理赔效率。
（2）绿色通道，及时赔付。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出险客户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同时，结合险种特点和实际情
况，适当扩展责任范围，取消定点医院和医保用药限制，应赔尽赔、应赔快赔。
（3）积极主动，优先处理。对涉及疫情救灾物资生产和生活物资保障企业的保险理赔必须优先处理，提供专属
经理服务。对于疫区企业客户可能发生团单大面积发病情况，以及辖区内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品等重要医
用物资以及重要生活物资骨干企业的保险理赔服务，通过主动查找，可指定专属客户经理直接对接。
（4）简化手续、减免单证。对于疫情爆发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等，责任明确的小额赔案可免事故证明、免纸质
单证，必要单证电子化，理赔人员应主动通过多途径、多方式收集客户电子单证，减少客户因事故处置而在户
外现场停留时间。
（5）体验先行，预付保障。针对采用疫情专属绿色通道处理的案件，涉及车辆损失部分可先赔付后修车、涉及
财产损失需要快速修复或人伤需要紧急救治的，可先行申请预付赔款，并最大限度减免相关理赔材料。针对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出险客户，主动提供代位求偿服务，在预付环节支持按照已确认损失的100%比例预赔相应赔
款。
（6）提前筹谋，制定方案。主动沟通，及时掌握辖内捐赠保险承保方案，明确各保单投保人、被保险人及保障
范围，出险后对接方信息等，并依据各产品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理赔服务预案。
（7）主动作为，履行承诺。抗击疫情特殊时期，建立联系人跟踪机制，主动了解疫情防控动态，对可能存在理
赔风险的潜在对象进行排查，为后续可能发生的理赔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8）理赔线上调解，及时化解纠纷。对于客户与三者方发生交通事故纠纷或非车险意外补充医疗相关纠纷，疫
情防控期间，提供探视、在线咨询、在线调解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

四、优惠政策
1、疫情期间脱保车辆NCD不受影响

2、为疫情期间见费出单业务出台“预出单”管理方案

3、营业车停驶顺延

4、责任险、意外险、健康险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举措：
1、我部针对疫情期间，根据企业情况及合规政策下，调整保费。
2、解决疫情期间延期批改的问题：支持店家一保通、道路客承运人、建工团意险等险种确因疫情无法开工的问
题。
3、简化承保手续，抗疫期间，投保单如确无法及时用印，可由机构负责人签署承诺公章后补即可投保。国寿天
才系统中已有产品可以线上完成投保操作和自动核保，报价相关资料通过企业微信、微信、qq等方式发送给当
日值班人员，也可电话沟通业务情况。
4、出台线上身份验证措施，控制法律风险。
5、对公众和一线抗疫人员捐赠保险。



国任财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企业复工保雇主责任险：为企业复工过程中雇主由于疏忽未尽到安全保护导致的雇员感染责任，现提供对于
雇主责任的保险保障产品。包括工伤事故，因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确诊、重症和身故责任

2、企业复工保团体意外险：包括抗疫保和复工保两个意外险产品，各自提供不同方案。承接普通团体意外险、
交通工具意外险的同时，承担因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死亡、残疾责任，可扩展住院津贴、疾病身故、确诊/重症
/身故责任。复工保还可以灵活设计不同保险期限（三个月、半年或一年），满足各类企业复工需要

3、个人意外险：复工交通无忧、驾乘无忧和全天无忧，结合个人客户在复工中3种不同场景的风险保障需求，
进行产品设计，保障个人客户在复工期间，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驾出行以及复工全天保障，多方案多保障
供客户选择，复工身故残疾、医疗费用、住院津贴以及新冠病毒身故残疾、确诊责任，满足各类客户需要。

咨询电话：023 - 6302705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简化理赔流程，简化理赔单证，开辟理赔快速通道。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加强理赔服务。
2、推出远程移动视频查勘服务，避免人员接触，减少病毒传播风险的同时，保证了车险事故现场理赔快速完成
。
3、启动线上人伤关爱服务，开启全天24小时电话服务及指导客户拍摄医院相关照片、诊断证明等资料。
4、全体理赔人员应坚持履职尽责、灵活处理的原则，做到在特殊时期面对特殊情况能够特殊对待处理。
5、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出险理赔客户要优先处理。

三、优惠政策

对于因国家政策导致停工营业的各类企业（建筑行业或承运人企业），我司给予疫情期间的合理免费延期，支
持企业运营，降低企业成本。





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富邦车险小程序出单上线啦！》、《防控疫情富邦在行动》

二、特色金融产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说明、咨询电话）

（一）富邦幸福e家百万医疗保险
    1、保障范围：
    ①一般疾病及意外伤害医疗300万元（免赔1万元），保障1：住院医疗费用；保障2：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障3：日间手术医疗费用；保障4：住院前7日和
出院后30日门急诊医疗费用。
    ②100种重疾医疗最高600万（0免赔），保障1：重大疾病住院医疗费用；保障2：重大疾病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障3：重大疾病门诊手术医疗费用；保障
4：重大疾病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③质子重离子医疗最高100万（0免赔，60%报销比例），可支持2家医院质子重离子治疗费用。
    ④新增新冠肺炎保障责任，最高保额600万。

（二）富邦老板守护盾-2020年关爱升级版
    1、该险种分为三个专案：服务保专案、展业保专案、教学保专案。
    ①服务保专案：适用于餐饮店/便利店/美容美发店/面包烘培店/洗衣店/足浴店等，保障范围：意外伤害补偿金、意外伤害医疗补偿金、意外伤害住院日
额补偿金、火灾意外身故补偿金、地震意外身故补偿金、意外全残补偿金、新冠肺炎身故补偿金、新冠肺炎确诊慰问金、法律费用，额外可加选猝死、重大疾
病保障（25种）（观察期30天）。
    ②展业保专案：适用于各行业之业务销售从业人员，如房产中介、保险中介、贸易公司销售人员等，保障范围：意外伤害补偿金、意外伤害医疗补偿金、
意外伤害住院日额补偿金、团体交通工具意外保障、新冠肺炎身故补偿金、新冠肺炎确诊慰问金、法律费用，额外可加选猝死、重大疾病保障（25种）（观察
期30天）。
    ③教学保专案：适用于各学校、培训机构、健身机构之从业人员，如行政人员、老师、教练等，保障范围：意外伤害补偿金、意外伤害医疗补偿金、意外
伤害住院日额补偿金、火灾意外身故补偿金、意外骨折医疗补偿金、意外全残补偿金、新冠肺炎身故补偿金、新冠肺炎确诊慰问金、法律费用，额外可加选猝
死、重大疾病保障（25种）（观察期30天）。
    2、咨询电话：4008-817-518。

（三）雇主责任险（索赔基础）、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
    1、保障范围：在原保障基础上，针对续保客户有扩展新冠肺炎保障需求的，提供新冠肺炎身故或一级伤残保障10万/人。
    2、咨询电话：4008-817-518。

三、金融服务便利

（一）产品服务：                                                                                                         1、富邦幸福e家
百万医疗保险：“一升级、三取消、三优先”
一升级：针对确诊客户（的医疗费用），参照重大疾病标准进行审核及赔付（但重疾绿通服务暂时无法提供）；                            
        疑似客户（的医疗费用），仍按一般疾病医疗标准进行审核及赔付（如确诊后自动升级为重疾标准）。                                                                                                                                                                                                                                                                   
三取消：针对确诊客户，取消等待期、取消免赔额、取消治疗医院限制。
三优先：4008-817-518客服专线提供24小时报案服务，优先处理新冠肺炎确诊/疑似客户各种需求；                                                                                                                                                                                                                                                                                                                                                                                                                                                                                                                         
        简化理赔手续资料，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个保理赔部对本次疫情出险客户安排专人提供全程理赔指导，第一时间提供理赔服务；                                                                                                                                                                                                                                                                                                                                                                                                                                                                                                                                                                                                                                                                                                                                                                                                                                                
        针对特需客户，可提前预付赔款。                                                                             



2、富邦老板守护盾-2020年关爱升级版：
受新冠肺炎影响，应对年后企业开工潮，针对雇主风险推出—老板守护盾2020年关爱升级版，在原版老板守护盾提供雇员意外和雇主责任双重保障的基础上新
增了新冠肺炎确诊慰问金、身故补偿金。

3、雇主责任险（索赔基础）、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
    续保客户有扩展新冠肺炎保障需求的，雇主责任险（索赔基础）以批单批加《雇主责任险附加新冠肺炎身故或一级伤残条款》；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以批
单批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或一级伤残补偿金》保障。

（二）理赔服务：                                                                                                       1、7*24小时受理理
赔服务：全国服务热线4008-817-518全天侯24小时接收客户报案、咨询并及时调度理赔人员为客户提供一对一服务；                    2、简化理赔流程：
理赔案件切实做到简化手续及理赔材料，万元以下纯车损案件结案后时时支付赔款到账；                                                                                 
3、开通绿色通道：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的客户取消条款中对治疗医院等条款限制，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让客户及时足额获得保险赔款；                                                         
4、理赔主动服务：针对特需客户，主动提前预付赔款，开展理赔主动服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益；                                                                                                                                 
5、主推线上服务：开通完善微信闪赔、精友视频查勘、电话指导客户拍照等线上处理的理赔服务方式，免去客户现场等待时间。

四、优惠政策

（一）富邦幸福e家百万医疗保险：保费优惠，2人投保享9.5折优惠，3-7人投保享9折优惠。
（二）富邦老板守护盾-2020年关爱升级版：在原版老板守护盾保费不变的基础上新增了新冠肺炎确诊慰问金、身故补偿金。
（三）雇主责任险（索赔基础）、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附加该条款，批单有效期为3个月，附加险保费3元/人。                                                                         

五、其他方面

（一）富邦幸福e家百万医疗保险产品亮点：
      责任全：住院医疗费用、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日间手术医疗费用、重大疾病门诊手术医疗费用、住院前7日和出院后30日门急诊医疗费用全都保。
      范围广：不限社保范围，自费药、进口药、靶向药都能报；不限就医原因，意外、疾病都能赔。
      受众广：年龄广、外籍可投保、家庭投保有优惠。
      续保简：续保无须重新提供健康告知，理赔后仍能续保，不会单独调整被保险人费率。
      服务全：提供健康管理全流程服务，提供重疾就医全流程服务等。
      首家扩展台湾林口长庚医疗质子中心：设备更先进、适应性更广、预约时长更短。

（二）富邦集团捐赠情况：                                                                                                                                                
富邦集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扬大爱精神，在2月初向武汉捐赠150万元善款。随着疫情的发展，武汉各家医院医疗物资紧缺，近期又再次向武汉捐赠价值150
万元的医疗物资。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说明、咨询电话）

1产品名称：主险：《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险：《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法定传
染病保险》（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死亡和伤残）

2产品说明：仅限企事业单位团体客户投保；职业类别为1-3类；本保险为记名投保，投保人数不低于5人，被保
险人年龄为18-65周岁；附加法定传染病保险仅限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产生的身故、残疾责任；本产品观察期
为10天；仅限线下销售（湖北地区除外）                                                                              

3.咨询电话：周承萍17783490417

二、金融服务便利

1、亚太财险全国统一电话服务热线95506,提供7*24小时服务，受理咨询、投保、理赔报案、投诉等业务；

2、提供足不出户的保险办理通道：（1）自助投保、续保关注“亚太财险”官微公众号，自助办理；（2）电话
投保、续保，拨打95506热线办理；（3）经办投保、续保，联系您的保险专员办理。

3、责任扩展。在疫情交通管制地区，客户无法在管制期间按期导致脱保的，对管制期间的脱保标的车辆，按亚
太财险上张保单的责任提供保险保障（仅提供一次不间断的车险责任扩展服务，且责任扩展期间不超过30个自
然日）；

4、车险理赔绿色通道。亚太财险提供“微理赔”服务，客户关注“亚太财险”官微公众号后，点击“客户服务
”，自助办理车险报案、理赔查勘、理赔查询等业务。对不涉及人员伤亡的轻微车险事故，客户报案后可自行
保存影像资料，亚太财险认可作为必要的索赔资料。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包括产品名称、产品说明、咨询电话）

1产品名称：主险：《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险：《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法定传
染病保险》（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死亡和伤残）

2产品说明：仅限企事业单位团体客户投保；职业类别为1-3类；本保险为记名投保，投保人数不低于5人，被保
险人年龄为18-65周岁；附加法定传染病保险仅限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产生的身故、残疾责任；本产品观察期
为10天；仅限线下销售（湖北地区除外）                                                                              

3.咨询电话：周承萍17783490417

二、金融服务便利

1、亚太财险全国统一电话服务热线95506,提供7*24小时服务，受理咨询、投保、理赔报案、投诉等业务；

2、提供足不出户的保险办理通道：（1）自助投保、续保关注“亚太财险”官微公众号，自助办理；（2）电话
投保、续保，拨打95506热线办理；（3）经办投保、续保，联系您的保险专员办理。

3、责任扩展。在疫情交通管制地区，客户无法在管制期间按期导致脱保的，对管制期间的脱保标的车辆，按亚
太财险上张保单的责任提供保险保障（仅提供一次不间断的车险责任扩展服务，且责任扩展期间不超过30个自
然日）；

4、车险理赔绿色通道。亚太财险提供“微理赔”服务，客户关注“亚太财险”官微公众号后，点击“客户服务
”，自助办理车险报案、理赔查勘、理赔查询等业务。对不涉及人员伤亡的轻微车险事故，客户报案后可自行
保存影像资料，亚太财险认可作为必要的索赔资料。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 公司目前分别针对个人及企事业团体新保客户及续保客户设计了7款支持疫情防控的产品方案，无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产品。具体如下：
（1）针对企业客户推出团体产品
①企心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在普通意外险的基础上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责任，保障更全面；
为客户提供高中低三档保障方案（对应保额分别为30万、20万、10万），3人起保，年龄范围为16-65周岁；
②企行保-公共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涵盖公共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同时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责
任；
为客户提供高中低三档保障方案（对应保额分别为30万、20万、10万），3人起保，年龄范围为16-65周岁；
（2）针对个人客户推出个人产品：
①行意保-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在普通意外险的基础上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残疾责任，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津
贴，保障更全面；为客户提供四档保障方案（对应保额分别为10万、20万、30万、30万+0.5万津贴），年龄范
围为28天-70周岁，1-3类职业；
②行意保-公共交通工具意外：在轨道交通、营运客车意外的基础上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残疾责任，新型冠
状病毒确诊津贴，保障更全面；为客户提供四档保障方案（对应保额分别为10万、20万、30万、30万+0.5万津
贴），年龄范围为0-70周岁；
③宅安康：在航空、轨道交通工具和营运客车意外的基础上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残疾责任，保障更全面；
为客户提供两档保障方案保额分别为10万、20万，年龄范围为0-70周岁；
④轨道交通意外北联西河定制方案：在轨道交通工具和营运客车意外的基础上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残疾责
任，保障更全面；为客户提供一档保障方案保额为10万，年龄范围为18-65周岁；
⑤优选版轨道交通意外定制方案：在轨道交通意外的基础上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残疾责任；为客户提供三
档保障方案（对应保额分别为10万、20万、30万），年龄范围为18-65周岁；

2. 产品特色及说明：
（1）方案灵活多样，保额高低，保险期限长短都可以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选择；
（2）方案设计无消费陷阱，在扩展承保新型冠病毒的保额与主险意外保额一致；
（3）扩展承保新型冠病毒责任取消等待期、免赔额，为保险消费者提供充分的保险保障。

3.咨询电话：
（1）团体产品 联系人：张倩，联系电话：18580196822
（2）个人产品 联系人：杨晓丽，联系电话：15882160762

二、金融服务便利

1.24小时全天服务：提供疫情相关的24小时理赔咨询、出险报案和医疗救援服务。

2.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客户医疗就诊，以快捷、方便为主，鼓励客户就近治疗，取消条款中的医院级别限制。



3.取消医保用药限制：客户因疑似或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产生的对症治疗的医疗费用，取消医保用药范围的
限制，医保报销额度外和属于自费项目的医疗费用均可获得赔付。

4.开通紧急医疗费用垫付：对确诊客户，保险责任范围内，将与医院进行直接垫付，满足治疗需求。

5.人伤案件指定专人辅助托管：涉及人员伤亡案件，将由专人全程指导，提高处理效率，减少客户往返医院奔
波。

6.开通案件线上处理快速通道：支持在线自助报案、自主上传理赔资料、实时进行案件查询等；小额理赔案件
通过微信公众号在线处理，索赔单证全部电子化，足不出户，免去客户奔波。

7.提供保单服务线上查询服务，客户可以通过“利宝保险”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保单咨询、下载电子保单、电
子发票等

8.增值服务线上预约，一键预约道路救援、在线申请并办理年检代办、违章处理等；

9.购买保险线上化，车险、驾乘意外险、旅行险投保报价及购买可在线快速办理

10.帮助合作伙伴运用线上化工具，足不出户实施展业。通过为合作伙伴免费提供线上平台，帮助各类渠道和代
理机构在疫情之下依然可以顺利开展业务，满足消费者的保险需求

三、优惠政策

1.对于个人保险产品扩展冠状病毒责任，没有进行上浮费率；

四、其他方面

重庆市援鄂医疗团队全体成员赠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在普通意外险的基础上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身故责任，为
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每人保额30万的保障保险。







   





锦泰财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咨询电话4008666555）

1.复工无忧：
方案一：企业规模10人以下（保费2000元），赔工资100元/人/天，累计赔偿4万元；赔利润1000元/人，累计赔偿6万元；
方案二：企业规模11-50人（保费5000元），赔工资130元/人/天，累计赔偿8万元；赔利润2000元/人，累计赔偿12万元；
方案三：企业规模51-200人（保费2万元），赔工资160元/人/天，累计赔偿20万元；赔利润5000元/人，累计赔偿30万元；
方案四：企业规模201-500人（保费6万元），赔工资200元/人/天，累计赔偿40万元；赔利润10000元/人，累计赔偿60万元；
方案五：企业规模500人以上（保费12万元），赔工资200元/人/天，累计赔偿80万元；赔利润20000元/人，累计赔偿120万元；

2.庚子安康：庚子安康（30天保障；60天保障；90天保障；180天保障；全年保障）
保障金额：
A款：意外身故/残疾 1万元，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残疾 10万元
B款：意外身故/残疾 2万元，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残疾 20万元
C款：意外身故/残疾 3万元，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残疾 30万元
D款：意外身故/残疾 4万元，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残疾 40万元
E款：意外身故/残疾 5万元，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身故/残疾 50万元

3.复工保：
A款 主险：一般意外身故/残疾 1万元，交通意外-驾驶及乘坐非营运性客车意外身故/残疾 10万元，交通意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客运汽车、轨道交通、轮船）意外身故/残疾，10万元；
扩展：确诊感染保险金 0.5万元/人（单个企业累计50万元），重型及危重型保险金 10万/人，身故、残疾保险金 20万/人。
B款 主险：一般意外身故/残疾 1万元，交通意外-驾驶及乘坐非营运性客车意外身故/残疾 10万元，交通意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客运汽车、轨道交通、轮船）意外身故/残疾，10万元；
扩展：确诊感染保险金 1万元/人（单个企业累计100万元），重型及危重型保险金 15万/人，身故、残疾保险金 40万/人。

4.锦泰百万安康宝：
一般医疗 300万元、恶性肿瘤医疗300万元，可分基础款、安心款、无忧款，差别在于意外、疾病医疗费报销比例不同，但因罹患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医疗都是按100%赔付。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7*24小时绿色报案通道。我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666-555优先受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客户报案，并提供产品责任、报案受理、
理赔咨询；

2.主动排查出险客户，提供专人服务。我司与医保部门、医院、投保单位等合作单位紧密联系，多渠道获取出险客户名单，安排专人
对客户予以全过程的指导和协助；

3.开启理赔绿色服务通道。对出险客户启动优先理赔、主动理赔的服务工作。我司“锦泰保险”微信公众号受理出险客户的在线报案
与理赔申请；

4.简化理赔手续。针对出险客户简化理赔手续，因事故导致的伤残、身故、重大疾病的客户，安排专人上门收取理赔资料；



5.开通医疗垫付服务。针对出险客户产生的医疗费，实行先行垫付，由我司直接支付医疗机构相关的医疗费用；

6.取消用药限制。对出险客户产生的医疗费用，取消社保用药范围的限制，凡合理的治疗用药，均可纳入报销；

7.取消就诊医院限制。对出险客户不限制就诊医院，取消合同约定的就诊医疗机构范围。

三、优惠政策

针对疫情期间，营运车辆客户单位暂定营业的情况，我公司出台了停运停驶延期方案，减轻客户单位的经济压力；针对在疫情期间的
脱保车辆，我公司调整了免验天数，由原来的3天增加至30天免验，减少客户外出验车带来的病毒风险。







英大财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雇主责任险可扩展《附加传染病保险条款》，保障被保险人的雇员因在从事与被保险人相关的工作中，患传染
病而导致的死亡，保险人予以赔偿，该产品可以承保需要新冠责任的单位客户。咨询电话：13667660976（熊川）
。

2、疫情期间总公司开发《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传染病疾病保险条款》，承保包含新冠肺炎等传染
病在内的共计40种传染病所致的确诊金和身故，已于2月25日上线网销平台，可满足个人客户保障需求。咨询电
话：4000666111或者13667660976（熊川）。

二、金融服务便利

1、疫情期间客户服务工作实行首问负责制，确保不因防疫导致客户服务工作出现延误，各类值班人员确保24小时
在岗，确保电话开机，随时响应客户咨询服务和理赔需求。

2、充分利用电话、QQ、微信、远程视频等手段开展现场查勘，利用VPN开展理赔审核和赔款支付，利用电话会议方
式开展重大案件沟通,确保保险理赔不因疫情影响延误。

3、发挥保险“稳定器”作用，对无争议案件根据小视频，照片等方式快速定损，适当减免部分材料，对格式化单
证等因无法准备、无法盖章的材料采取后补方式，优先赔款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4、疫情期间对车险客户提供免费搭电、拖车服务，实时跟踪车辆保险到期时间，及时提醒客户续保。

三、优惠政策

疫情期间为18家涉电工程未完工的施工单位免费延长建筑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期限。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产品名称：
   史带雇主责任险扩展新冠责任保险
   产品说明：
   身故保险金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首次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或体征，经医疗
机构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不包含尚未确诊的“疑似病例”），并因此疾病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
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住院津贴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因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或被确认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需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依约定的每人每日住院津贴给付金额，按其实际住院日数承担
赔偿责任，每人每次事故的总赔偿日数以保险合同所载的天数为限。

二、金融服务便利

1、7*24小时报案服务热线
史带财险提供7*24小时报案服务电话 400-999-5507；

2、境外医疗费用支付
购买史带境外旅行险的客户，如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涉及海外紧急医疗的，史带财险可提供境外紧急治疗
费用直付服务；

3、境外转运服务
购买史带旅行险的客户，如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涉及海外医疗转运的，史带财险可组织救援公司和专业医
疗团队提供转运服务；

4、旅行变更保障
对购买史带旅行险的客户，如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发生旅行取消或变更，为客户提供旅行变更保障保险服
务；

5、简化理赔手续
针对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海外就医回国索赔的客户，史带财险将简化流程，提供绿色通道、快速理赔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产品名称：
   史带雇主责任险扩展新冠责任保险
   产品说明：
   身故保险金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首次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或体征，经医疗
机构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不包含尚未确诊的“疑似病例”），并因此疾病身故的，保险人按照本
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
   住院津贴责任，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因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或被确认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需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依约定的每人每日住院津贴给付金额，按其实际住院日数承担
赔偿责任，每人每次事故的总赔偿日数以保险合同所载的天数为限。

二、金融服务便利

1、7*24小时报案服务热线
史带财险提供7*24小时报案服务电话 400-999-5507；

2、境外医疗费用支付
购买史带境外旅行险的客户，如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涉及海外紧急医疗的，史带财险可提供境外紧急治疗
费用直付服务；

3、境外转运服务
购买史带旅行险的客户，如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涉及海外医疗转运的，史带财险可组织救援公司和专业医
疗团队提供转运服务；

4、旅行变更保障
对购买史带旅行险的客户，如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发生旅行取消或变更，为客户提供旅行变更保障保险服
务；

5、简化理赔手续
针对因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导致海外就医回国索赔的客户，史带财险将简化流程，提供绿色通道、快速理赔



众诚汽车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序号 内容

1、 特色金融产品

2、 金融服务便利

3、 减息降费优惠政策

4、 其他



众诚汽车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开展情况

在对于疫情防控金融支持方面，因本机构才开业，未涉及到相关情况，暂无报送事项，如后续涉及将按要
求报送。

1. 提供24小时报案受理及咨询服务：如有客户出险或需要提供援助，可及时拨打众诚保险全国统一服务
热线4008600600；
2. 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根据医疗险、重疾险等条款相关责任，公司开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理赔绿色通
道，快速处理，第一时间完成赔付；
3. 简化理赔手续：对于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保险赔偿简化理赔手续，确保赔款及时支付；
4. 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因本次疫情需紧急救治的客户，在国家认可的正规收治医院治疗，符合保险责任
即可理赔，不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定点医院；
5、针对目前较多地区实施了交通管制，我司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理赔服务引导客户实施自助
查勘，减少人员聚集，对交通事故的相关单证予以适当简化，对医院查勘和探视尽量减免，同时要求各分
支机构理赔人员做好自身的防护。

1. 取消自费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客户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发生门诊或住院治疗的费用，可不受合同
约定的自费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

暂无。如后续涉及相关事宜，将持续进行报送。



众诚汽车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备注/说明



阳光信用保证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金融服务便利

1.我司优化针对小微企业主的业贷保、库融保业务流程，开通续保绿色通道，简化业务续保审核流程，针对续
贷续保客户，开通视频面审，提高效率，保障客户和员工安全。

2.我司加强了互联网服务巡检，确保公司业务、理赔、催收、官网、微信服务号等各系统运行正常，保障非接
触线上服务通畅。

二、优惠政策

1.我司业贷保业务联动资金方针对受疫情影响客户给予延迟还款、缓报征信，通过续贷续保缓解短期资金困难
、减免违约金的优惠政策。

2.我司库融保业务联动各资金方给予了中小微企业客户无还本续贷不超过6个月或不超过1年的政策；对疫情影
响造成逾期的中小微企业客户实行延期还款、并进行减免罚息、暂不上报征信等措施。

3.我司消金业务联动资金方给予湖北身份证号客户90天内不计罚息政策，并对应还款日在2019年12月29日至
2020年2月29日期间逾期的客户，理赔时长由30天延长至60天，暂缓上报征信，对其他地区受疫情影响的客户，
由客户向我司提出申请并提供材料，由资金方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可享受与湖北地区客户同样的帮扶政策。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复工保：复工保脱胎于微企保（一档），在保留微企保意外责任（意外身故伤残保额10万元）和意外医疗责
任（保额1万元）的同时，提高意外住院津贴保额至60元/天（原30元/天),扩展责任至“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导致的身故或伤残”（与意外身故/伤残共享保额）；新增责任“重症监护日定额给付”，保额60元/天，保
费不变。咨询电话：63826139，谭硕

2.复产保：复产保脱胎于兴业保（一档），在保留兴业保普通意外责任（意外身故和伤残保额10万，意外医疗
保额1.5万元）、交通意外责任（机动车意外10万元，轨道交通意外10万元，飞机意外50万元）的同时，提高
意外住院津贴保额至80元/天（原50元/天）,扩展责任至“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身故或伤残”（与意
外身故/伤残共享保额）；新增责任“重症监护日定额给付”，保额80元/天，保费不变。咨询电话：
63826139，谭硕

3.关爱保：“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型）（2013版）”产品基础上增加因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
致伤残及身故责任。即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伤残及身故或因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
伤残及身故的，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咨询电话：63826139，谭硕

4.幸福人生钻卡：个人产品。在原有意外身故或残疾最高20万元、意外医疗费用1.6万元、意外伤害住院定额
津贴60元/天（最高180天）、乘坐飞机意外身故100万元保险责任的基础上，扩展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
身故或残疾最高20万元的保障。咨询电话：63826139，谭硕

5.888追梦保：个人产品。在原有意外身故或残疾最高30万元、意外医疗费用5万元、意外伤害住院定额津贴
120元/天（最高180天）、重大疾病10万元、乘坐飞机意外身故200万元保险责任的基础上，扩展首次确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5万元的保额。咨询电话：63826139，谭硕

二、金融服务便利

1.简化理赔手续，医疗报销实行“五个取消”。即取消纸质理赔申请资料、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等待期限
制、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免赔额。

2.升级线上服务。出台了包括7×24小时线上理赔服务、建立理赔绿色通道、取消免赔额等在内的八项理赔服
务举措。同时大力推进线上服务模式，推出寿险APP、微信理赔、无纸化投保、空中签名、电子化回访等线上
服务，让客户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投保、理赔等多项业务。

3.级ECSS系统服务运营支持平台，升级客户报案、理赔流程，并通过OCR识别客户信息，保证客户快速实现理
赔。



4.优化业务流程。针对疫情防控需要，大力推广新单业务无纸化、电子化投保，通过OCR识别、人脸比对、电
子空中签名和短信验证等手段，实现保单“非面对面”受理、客户“非面对面”投保；在核保方面实时在线核
保，建立大单、急件线上紧急处理通道，第一时间满足客户投保和销售伙伴举绩需要。

5.做好柜面理赔。针对确有临柜需求的客户，开放线上预约服务通道和95519电话预约服务，在做好安全防范
措施前提下，分时段安排客户在柜面办理业务。

6.调整保全服务规则。针对疫情期间部分客户无法按期续交保费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保全服务规则，在疫情
期间将宽限期做延长处理，确保部分无法交费客户的保险权益不受影响。

7.加强科技赋能。疫情期间，为避免人员聚集引发交叉感染，我公司科技赋能，打造全天候保险云服务，发布
“宅家”保单服务指南，线上指导和发动营销员通过微信、电话等渠道，积极引导市民、客户通过中国人寿寿
险APP自助办理续期缴费、满期金领取、保单查询、信息变更等多项自助保全服务

8.加强关怀服务。联动万达信息及多家健康服务机构，在国寿“大健康平台”设立了“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健康
服务专区”，面向全国用户提供免费在线义诊、免费心理关怀、电话医生咨询、新冠早筛工具、健康咨询、疫
情播报等多项服务。

9.加强线上管理。在严格遵守总公司及政府监管机构的要求下，分公司主要业务渠道及各经营单位通过在家召
开视频会议，抓好活动量管控、远程培训、队伍育成、“5311”工作模式以及健康型、保障型险种宣传，同时
坚持抓每日督导检查，做好业务队伍与疫情防控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

10.做好保险捐赠，助力一线抗疫。按照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司最早于1月24日
就开展了向在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地医护人员和外地支援医护人员提供“守护天使医护人员特定保险”捐
赠相关工作。同时，针对全市各区县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我司所辖40家基层单位主动联系当地政府及防疫防控
指挥部，积极为奋战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当地医护人员、公安干警、乡（村）镇及居委工作人员、教育系统、
志愿者等人员捐赠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保障。截至2月25日，我公司累计向医护人员、公安干警、乡（村）镇及
居委工作人员等五大类共74640人，捐赠保险风险保障322.76亿元。

三、优惠政策

1.主动扩展新冠肺炎疫情保障责任。为更好地满足客户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保险保障需求，我司总部及时对现销
售的40款保险产品拓展新冠病毒保险责任，其中包括《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庆典版)》等31
款重疾类寿险产品和国寿绿洲意外等9款短期险产品，在对既有保险产品责任进行升级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保
障权益，帮助客户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此举惠及公司数百万保险客户。凡购买了这些扩展责任保险产
品的国寿客户，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公
司按被保险人确诊当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或保险金额）的25%给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金，给付以一次为
限，给付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原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不变。

2.免费推出具有新冠病毒延展保险责任的“国寿康E无忧”保险产品，凡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导致的身故或伤
残将提供最高15万元的保险保障。该款赠险线上推出不到3个小时即告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近30万市民
免费送去了保险保障。

四、其他方面



1.加强员工关怀。从自管党费中划拨121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单位、部门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统筹协
调，积极联系，统一购买口罩、酒精、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分发至各经营单位用于保护干部员工生命健康，
费用投入超过200万元；对疫情期间复工值班的员工每日提供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并认真积极时时对办公
场所进行全面消毒，保护干部员工。

2.关爱代理人员。中国人寿为170万销售伙伴提供专属守护，充分展现企业温度。2020年6月30日之前，中国人
寿销售伙伴若感染新冠肺炎，确诊即给付10万关爱金，如不幸身故，再给付30万慰问金。同时按照中央“稳就
业”、“稳金融”的要求，公司及时对销售队伍的考核办法作了相应调整。

3.践行社会责任，做好保险捐赠。按照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司最早于1月24日
就开展了向在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地医护人员和外地支援医护人员提供“守护天使医护人员特定保险”捐
赠相关工作。同时，针对全市各区县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我司所辖40家基层单位主动联系当地政府及防疫防控
指挥部，积极为奋战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当地医护人员、公安干警、乡（村）镇及居委工作人员、教育系统、
志愿者等人员捐赠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保障。

4.倡议党员爱心捐款。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倡议爱心捐赠，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助力疫情防控。截至3
月12日，共收到全市系统584名党员自愿捐款76688元。其中分公司本部捐款22706元，各区县支公司捐款53982
元。

5.加强先进典型宣传。在人民网、新华网、集团公司、重庆日报、华龙网、腾讯大渝网、金融界、凤凰资讯等
内外部主流新闻媒体平台全面广泛报道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服务保障民生情况。例如，2月17日，重庆日报
以“勇担使命 升级服务 科技赋能 重庆国寿为战疫做好高质量保险保障”为题刊发重庆国寿积极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重庆银保监局和集团、总公司抗击疫情各项工作部署，履行金融保险企业社会责任。2月8日，腾
讯大渝网以“我是国寿共产党员，我有经验，我先上” 17年前抗击非典的他又一次冲到了前线 为标题刊发中
国人寿垫江县支公司党员干部邹磊在龙凤社区开展疫情排查防控工作先进典型事迹。



太平洋寿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勇敢者”保险产品计划：意外伤害身故/残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以及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
的伤害均属于保险责任，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1年。二、金融服务便利

1、“太平洋保险APP”自助投保服务、智云保远程投保投保服务

2、“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太平洋保险APP”线上自助保全服务

3、线上自助理赔服务

4、“视频医生”远程就诊咨询服务

5、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客户，推出快速理赔绿色通道、专人理赔辅助服务、免保单理赔等措施，
并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的客户实施“五取消”服务，即“取消医院等级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
特定传染病’等免责事项、取消医保范围限制，取消医疗险免赔额、免赔天数、免赔比例”

三、优惠政策

1、延长犹豫期撤保时期、延长缴费宽限期、免除垫缴利息与挂失工本费、延缓还贷期限、降低部分产品贷款利
率、失效保单免息复效，延长云柜面服务时间等服务举措2、通过官网公告或特约批单、批注的方式对《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99）》等5款意外险和《附加金福人生
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等23款长期疾病保险产品在保费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新冠肺炎”责任扩展



太平洋寿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勇敢者”保险产品计划：意外伤害身故/残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以及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
的伤害均属于保险责任，保险金额20万元，保险期间1年。二、金融服务便利

1、“太平洋保险APP”自助投保服务、智云保远程投保投保服务

2、“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太平洋保险APP”线上自助保全服务

3、线上自助理赔服务

4、“视频医生”远程就诊咨询服务

5、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客户，推出快速理赔绿色通道、专人理赔辅助服务、免保单理赔等措施，
并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的客户实施“五取消”服务，即“取消医院等级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
特定传染病’等免责事项、取消医保范围限制，取消医疗险免赔额、免赔天数、免赔比例”

三、优惠政策

1、延长犹豫期撤保时期、延长缴费宽限期、免除垫缴利息与挂失工本费、延缓还贷期限、降低部分产品贷款利
率、失效保单免息复效，延长云柜面服务时间等服务举措2、通过官网公告或特约批单、批注的方式对《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99）》等5款意外险和《附加金福人生
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等23款长期疾病保险产品在保费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新冠肺炎”责任扩展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金融服务便利

我司充分利用总部科技平台优势，借助平安“金管家”APP、“口袋E”APP、“快乐平安”APP等线上科技平
台，利用电话、短信、微信等工具，在疫情肆虐期间，为客户持续提供广覆盖的全面服务，具体如下：
1、在保单服务上，我司依托智慧客服，为客户提供业务办理、服务咨询等多样的线上服务。
2、在承保服务上，我司简化人工承保审核环节，运用“智能互动”、“在线核保”与“空中契调”、“函件云
处理”等技术，100%线上化处理核保各环节，提升保单核保时效。
3、在理赔服务上，我司推7＊24小时线上服务、专人理赔服务指导，确保客户应赔尽赔。
4、在续期服务上，我司对客户进行广覆盖的服务提示及指引，推出多种线上交费方式，让客户足不出户即可完
成续期交费。
5、开通远程人工服务：为高风险、异地三方核身等业务需求提供空中人工远程服务办理。
6、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对于疑似或确诊客户安排专人进行理赔服务，并启动特案预赔服务，快速处理，第一时
间完成赔付。

二、优惠政策

1、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人文关怀五大举措：针对所有购买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产品的客户，如果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费用理赔时，取消药品限制、取消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
、取消免赔额。

三、其他方面

1、开通线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资讯专区和问诊服务：我司在平安金管家APP平台上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资讯专
区和线上问诊服务，确保客户可快速获取24小时一对一在线问诊服务。





新华保险重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一、服务举措：1.开通服务热线。公司7*24小时报案及服务热线电话95567，重庆分公司理赔24小时值班电话13883961452受理客户报二、特色金融产品

1.《健康无忧重大疾病保险（宜家版）》等15款（详见附件产品清单）疾病保险产品进行了产品责任的扩展。扩展内容为：合同生效
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2020年4月30日）结束之前，如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2.宜家保保险产品计划（适用条款：《祥和家庭A款意外伤害保险》）扩展责任如下：1.本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经医
院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身故，适用意外伤害保险身故保险金责任，本公司分别
按照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2.本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3.《借贷安心意外伤害保险》、《借贷安心A款意外伤害保险》、《安贷无忧意外伤害保险》3款意外伤害保险进行了产品责任的扩展
。合同生效后至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2020年12月31日（含）之前或保险期间届满之前(以先发生者为准)，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新型冠三、金融服务便利

1.引导客户通过新时代平台完成在线投保，包含电子签名远程分享、电子保单即时获取、在线回执完成保单签收。

2.及时协调制单厂商及双录质检绿色通道，针对特殊需求或服务提供支持保障，确保保险合同不受疫情影响及时送达至客户处。

3.业务单证及时放宽领用限额，适当延长单证使用有效期，作废单证先行登记并在疫情好转后交接。

4.2020年1月1日后产生的业务档案可放宽至4月20日前完成归档，档案调阅采取线上流程处理，后续补充完善纸质申请。

5.新华保险移动保全2.0全面上线：客户足不出户，由销售人员使用移动保全为客户办理保全业务。

四、优惠政策

1.延长续期交费宽限期：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及时交费的客户，且保费应交日期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个人客户保单，经
客户申请公司提供延长续期交费宽限期的特殊支持政策，对客户申请的符合条件保单将宽限期由60天延长至90天。
2.非常规业务审批方式优化：针对突破保全规则的非常规保全业务，变通审批方式，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审批意见。
3.犹豫期顺延处理：犹豫期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的，将犹豫期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春节假日具体结束日期以各分公司所在省



新华保险重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一、服务举措：1.开通服务热线。公司7*24小时报案及服务热线电话95567，重庆分公司理赔24小时值班电话13883961452受理客户报二、特色金融产品

1.《健康无忧重大疾病保险（宜家版）》等15款（详见附件产品清单）疾病保险产品进行了产品责任的扩展。扩展内容为：合同生效
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2020年4月30日）结束之前，如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2.宜家保保险产品计划（适用条款：《祥和家庭A款意外伤害保险》）扩展责任如下：1.本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经医
院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身故，适用意外伤害保险身故保险金责任，本公司分别
按照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2.本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连带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3.《借贷安心意外伤害保险》、《借贷安心A款意外伤害保险》、《安贷无忧意外伤害保险》3款意外伤害保险进行了产品责任的扩展
。合同生效后至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2020年12月31日（含）之前或保险期间届满之前(以先发生者为准)，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新型冠三、金融服务便利

1.引导客户通过新时代平台完成在线投保，包含电子签名远程分享、电子保单即时获取、在线回执完成保单签收。

2.及时协调制单厂商及双录质检绿色通道，针对特殊需求或服务提供支持保障，确保保险合同不受疫情影响及时送达至客户处。

3.业务单证及时放宽领用限额，适当延长单证使用有效期，作废单证先行登记并在疫情好转后交接。

4.2020年1月1日后产生的业务档案可放宽至4月20日前完成归档，档案调阅采取线上流程处理，后续补充完善纸质申请。

5.新华保险移动保全2.0全面上线：客户足不出户，由销售人员使用移动保全为客户办理保全业务。

四、优惠政策

1.延长续期交费宽限期：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及时交费的客户，且保费应交日期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个人客户保单，经
客户申请公司提供延长续期交费宽限期的特殊支持政策，对客户申请的符合条件保单将宽限期由60天延长至90天。
2.非常规业务审批方式优化：针对突破保全规则的非常规保全业务，变通审批方式，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审批意见。
3.犹豫期顺延处理：犹豫期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的，将犹豫期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春节假日具体结束日期以各分公司所在省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泰康医生APP提供7*24小时“快速问诊”，应对新型冠状病毒》（1月22日已公开发布，查询方式：泰康人
寿保险官方微信公众号）。
2、《八大理赔服务举措，24小时报案机制，为重庆市民开辟“防疫抗疫”理赔绿色通道》（2月3日已公开发
布，查询方式：泰康人寿保险重庆分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
3、《抗击疫情，泰康医生APP线上问诊二月全月免费》（2月3日已公开发布，查询方式：泰康人寿保险官方微信
公众号）。
4、《大爱升级！泰康人寿六款保险产品扩展新冠病毒保险责任》（2月12日已公开发布，查询方式：泰康人寿保
险官方微信公众号，泰康人寿保险重庆分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
5、《泰康人寿保单服务32项均可线上办理》（2月18日已公开发布，查询方式：泰康人寿保险官方微信公众号）
。

二、特色金融产品

1、泰康“爱心保”保险产品计划：
产品说明：在现有《泰康e顺短期意外伤害保险》的意外身故、意外残疾保障责任基础上，扩展责任至因感染新
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身故及伤残。扩展责任后，产品责任升级，保障意外，同时也保障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
故或伤残；保险期间1年，每份保费仅100元，保额20万元，成人最高可购买5份，最高保额100万元；出生满30天
到70岁都可以投保；可微信投保，线上交费，简单易操作。
咨询电话：95522。

2、泰康人寿“防护‘疫’”保险产品计划：
产品说明：在《泰康e顺短期交通意外伤害保险》原保险责任的基础上，将保险责任扩展至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引起的身故及伤残。保险责任包括：航空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20万元、其他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10万
元、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伤残保险金10万元。出生后30天-70周岁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保险期间为60
天。
咨询电话：95522。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力推八大理赔服务举措：

（1）紧急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专项处置小组，做好疫情防控和客户理赔服务工作；
（2）明确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属于医疗保险正常赔付范畴；
（3）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治疗的，医疗保险取消30天观察期，取消免赔额，并提前预付赔款；
（4）取消条款中关于定点医院或医院级别的限制；
（5）开通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客户的报案；
（6）主动联系客户，发送提醒及慰问短信；主动联系医保、医院方、代理人，根据患者名单排查客
户，主动为客户提供理赔服务；
（7）针对所有出险的客户，无需提供保单即可申请理赔；
（8）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重大疾病、医疗的客户，简化理赔申请所需的资料。



2、竭力满足客户保单服务需求：
为积极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分公司大力推广“泰生活APP”线上保单服务，竭力满足客户需求，守护
客户权益。客户可以通过“泰生活APP”办理”领款、收付费、变更、查询“四大业务，享受细化的32项服务，
还可以通过APP实现智能机器人多场景贴心服务，利用语音对话实现近70项服务智能跳转以及近千款产品查询与
答疑。分公司将持续推进更安心、更便捷的线上服务，持续深化推广，不断优化客户服务工作。

3、帮助客户快速问诊，共渡难关：
分公司积极推广“泰康医生”APP，通过此平台聚合了全国150名感染科医生、400名呼吸内科医生和200名心理科
医生，帮助客户随时随地快速问诊二甲、三甲医院，引导客户正确认识疾病、掌握正确的预防措施，帮助客户分
析症状并给出健康指导，积极应对新型肺炎，与客户共渡难关。

4、积极为市民提供防控知识：
集团结合疫情进展，打造了“泰康大健康讲堂”直播节目，先后三次特邀了四位全国医疗卫生界的专家解答疫病
防控、健康管理等热门问题，分公司积极组织全市员工、客户、市民通过“泰生活”APP观看直播，持续免费为
市民提供最直接的防疫知识的互动渠道，积极为防疫工作做出贡献。

5、持续关注，积极提供理赔服务：
分公司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功能，截止目前，分公司共接到四例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的报案，第一时间
送上问候并启动紧急预案，联系客户并告知其理赔流程和所需资料，分公司持续关注客户情况，积极提供理赔服
务，2月15日已快速完成首例确诊病例客户的赔付。

四、优惠政策

1、积极推出“六款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扩展”政策，具体措施为：自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起
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者危重型的，本公司
将按保险合同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3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任不变。

2、积极推出“放宽宽限期和犹豫期”政策，具体措施为将保单宽限期最后一天2020年1月20日-2月29日的保单，
宽限期放宽到2020年3月31日，即保单在1月21日至3月1日失效的保单，且客户在2020年3月31日之前申请复效
的，分公司则通过特殊复效处理（无需核保），不重新计算观察期；客户在延长宽限期内出险的，则正常理赔处
理。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 都会天使（2017）医疗保险；
  产品说明：1、投保年龄30天至60周岁/续保年龄最高至80周岁/保费最低每天1.17元起//交费期间一年/保障期间一
年，到期后自动续保，不保证续保
            2、年度给付限额：一般医疗保险金100万、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100万、重大器官移植医疗保险金100万
/年度免赔额5000元
            3、覆盖一般医疗、恶性肿瘤、重大器官移植保险金：住院医疗费用、特殊门诊费用、门诊手术医疗费
用、住院前后门急诊医疗费用
            4、高治疗费用恶性肿瘤提前给付保险金
            5、无理赔优惠政策
            6、确诊新冠肺炎即取消等待期、免赔额及医院限制
            7、尊享电话医生、智能预诊、特需/专家门诊预约、住院/手术协调、国内专家会诊协调、上门护理康
复指导等多种增值服务。
  咨询电话：4008188168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我公司运营部门通过远程值班，保证保险核保、承保流程的正常运行；优先处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加急承保件和
照会回复件。为鼓励客户减少出门，自1月26日起，我公司将新单照会回销时限在60天的基础上再延长30天。

2、公司理赔部门启动24小时微信报案，并主动致电客户排查、跟进冠状病毒肺炎类的疫情报案。通过远程办公系统
审核理赔件，优先处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理赔件。

3、提供绿色理赔通道服务，承诺一个工作日内完成案件审理，小额（3000元以内）理赔款当天支付。

4、主动理赔：获得理赔突发案件客户信息的，分公司理赔人员将会主动联系客户，帮助客户收集理赔必须申请资
料，尽快进行理赔处理。

5、开通无保单理赔：疫情期间，凡因理赔突发事件出险的客户申请理赔时，无法提供保单的，经客服专员在核心业
务系统中核实确认保单信息即可，无需提供遗失声明。

6、保全、投诉和收付费服务：通过远程办公系统实时处理紧急保全业务和监管投诉接案以及借记卡扣款、在线实时
扣款、小额理赔支付等业务。客户因机构关闭而无法及时提交的各类保全申请，可予以追溯。而涉及疫情期间复效类
的保全申请，公司将与核保部门联动，酌情免除疾病等待期和健康告知等流程。

7、优化增值服务：假期期间紧急恢复电话医生服务，并延长部分电话医生服务时间，以保证客户能够得到足够的在
线健康支持，并及时获取疫情线索帮助疫情防控。



8、自1月24日起，增值服务启动24小时专人值班制，其他增值服务从1月28日起，提前恢复对客户的热线接待工作。

9、对特色服务项目SOS紧急救援服务实行24小时开放，对符合资格的客户提供紧急救援服务。

三、优惠政策

1、针对新冠肺炎的理赔，取消定点医院限制：疫情期间，因理赔突发事件出险申请理赔的，可以取消所有相关险种
中关于“我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的限制。
2、针对新冠肺炎的理赔，取消自费药限制：疫情期间因理赔突发事件的出险，申请医疗费用理赔时，可以取消相关
险种中关于扣除自费药品金额的限制。
3、放宽条款限制和理赔条件：公司针对所有大都会人寿“费用补偿型和住院津贴型”医疗保险的新老客户，若因患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治疗而申请赔付的，公司将取消医疗险条款中“等待期”和“免赔额”的限制。
4、扩展新冠病毒肺炎身故责任保险保障：对所有持有由投保人个人缴纳保险费且保险期限为一年期及以上个险产品
有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提供30万保额的新冠病毒肺炎身故保障。扩展责任期限至2020年4月30日24时止
5、疫情期间员工保障政策：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向公司所有内外勤员工、外包员工提供每人每天300元住院津
贴，以及60万保额的寿险保障。保险保障期间自2020年1月20日起直至疫情结束。

四、其他方面

1、疫情期间，公司通过官微、幸福派、微商城等官方公众号向公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自助服务操作方法以及相关
信息，对外发布《开工须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岗复工防疫指导手册》，向公众普及复工防疫知识，为复工后
的疫情防控做好准备。
2、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抗疫一线捐款捐物。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在公众号、华龙网、上游新闻均发布了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文章，目前未涉及相关文件。查询路径为：                                                                                                                                          
1、微信关注平安养老险重庆分公司公众号（平安养老险重庆分公司众志成城 加强金融服务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                                                                                                              
2、 http://finance.cqnews.net/html/2020-02/10/content_50807261.html  （团结一心攻克时艰  平安养老险
重庆分公司多措并举支援防疫）                  
3、https://www.cqcb.com/kangyi/2020-02-16/2181443_pc.html  （平安养老险重庆分公司多措并举支援防疫阻
击战）                                                                                                                                                                    

二、特色金融产品

1、超能保成人医疗险：线上化销售产品，客户在家即可完成投保。该产品主要是针对成人住院医疗的保障，18-60
岁有无医保均可投保，0免赔最高80%赔付比例，是医疗保障的有效补充。咨询电话：95511

2、敬业福套餐：企业客户工伤类保障产品，支持线上化投保。该产品按照工伤行业投保，工标残疾赔付，24小时
全天候保障，50万意外医疗，零免赔100%比例赔付，增加猝死责任，更适合现有企业投保。咨询电话：95511

3、赠送业务：航空意外+拓展新冠身故/全残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全员在线上岗，全力保障客户利益。疫情期间，分公司已成立总分应急企业年金受托工作小组，确保企业年金
受托业务正常支持。全员提供远程不间断服务。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电子版企业年金基金运营服务情况报告和报
表，并可通过电话、微信、邮件、视频等方式进行一对一解读。                                  

 2、科技引领，系统24小时正常运作。分公司E企赢系统和好福利APP正常运作，可及时为客户提供线上企业年金受
托业务办理、查询等服务，确保年金受托业务连续稳定运行。

                                                                                                                                                                                                                                                                                  
3、智能监控平台，保障投资安全。分公司成立了休市影响业务紧急处理小组，启动交易日变动应急方案，充分利
用平安云、智能监控平台、云桌面等科技平台和技术手段，有序开展各类交易，提前化解了由于交易日变动给客户
收益造成的潜在风险，保障年金基金的资金安全和稳健增值。

4、疫情防控期间契约保全客户服务为支持e企赢开户“先开通、后补盖公章”，系统已支持企业自助投保、线上保
全与变更、线上回执回销等功能。               



5、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做好主动理赔服务，7*24小时服务热线95511-6-1-3。                                                                             

                                                                                                                                                                      
6、对已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且购买了分公司费用补偿型医疗险产品的客户，采取以下10项服务应急举措：                                                                                                                                                                                                                                                                                     
①取消药品限制；                                                                                                                                 
②取消诊疗项目限制；                                                                                                                             
③取消等待期限制；                                                                                                                                
④取消免赔额；                                                                                                                                   
⑤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受此次疫情感染的客户，可就近就诊，不受条款约定的医院级别限制；                                                                   
⑥主动提供服务: 主动获取伤亡名单并进行排查，及时为出险客户及家属提供温暖便捷的服务；                                                                 
⑦开通绿色理赔通道：春节假日期间，对此次疫情患病客户的理赔申请，将安排专人全程予以指导并优先处理；                                                    
⑧无保单办理理赔：出险客户，经核实保单基本信息与公司信息库相吻合，可进行无保单受理；                                                                 
⑨简化理赔申请手续：                                                                                                                           
（1）经医院明确诊断且经理赔审核后对符合合同约定重疾、残疾给付条件的，可不再另行鉴定。                                                              
（2）经政府相关部门确认死亡并在死亡名单中正式公布的客户，客户家属可按照死亡名单先行申请身故理赔，无
需提供死亡证明材料。                                                           
 ⑩理赔款预付：对于在医院救治的客户，分公司主动提供预付理赔款服务，缓解客户就诊资金压力。 

四、优惠政策

1、超能保客户在保险期限内如感染新冠肺炎，分公司将提供十项人文关怀举措，如取消药品限制、等待期限制等
。

2、为更好的回馈我司企业新、老客户，凡在2-3月期间分公司新保及续保企业客户均将就意外身故责任进行扩展，
免赔新增“新冠肺炎身故责任”，最高20万。

3、为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解决企业后顾之忧，凡在2月~3月期间投保分公司含意外身故责任的相关团体保障方
案，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身故”责任扩展，增强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

五、保险捐赠

1、为保护重庆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分公司积极落实总部“医护平安”公益项目捐赠，与大足医保局、南川卫建
委、璧山卫建委共同为当地前往湖北的医护人员无偿提供每人最高50万的多重人身保障，截至3月16日，累计赠送
大足、璧山、南川三地共101人为赴鄂支援医护人员，赠送保额5050万元。

2、针对疫情期间防护一线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基础设施企业，分公司提供统一团
体赠险，赠送航空意外保险拓展新冠身故/全残责任。计划赠送新冠身故/全残保额近56.8亿，赠送企业6家，保障
企业员工约7.3万人。已承保企业5家，已承保人数约7.2万人，赠送保额约56.2亿；待承保企业1家，待赠送保额约
6300万。

3、针对其他企业，推出“守护壹家——抗疫爱心保”团体赠险活动，目前累计赠送企业4家，保障员工及家属4万
余人，累计赠送新冠身故/全残保额约81亿，赠送数据仍在不断更新中。

六、其他方面

截止目前分公司捐款累计1.3388万元。











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服务方面：
1、针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开通95589热线24小时受理理赔报案，“秒赔”平台24小时受理理赔申请，并针对
确诊病例推出七项便民惠民理赔服务举措，承诺太平超e保2018医疗保险实行“零免赔”、“零等待期”；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h4weiuvwx7r0dnvrDFVNyw
2、向所有客户开放24小时电话医生服务；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oFRbtRQBW2BoCJPVvYYUDg
3、针对投保太平药无忧药品费用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首年提供“ECMO人工肺费用直付服务”。若被保险人已
从当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大病医疗保险或其他商业保险获得ECMO费用补偿，未使用费用直付服
务，将给予被保险人10万元康复津贴。具体以公告为准。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2P5gqSJ-YJcba1f5liDHvw
扩展责任方面：
4、关于“太平福禄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6款产品保险责任扩展的公告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5sRi4-6IsfkEPQf4nIPA3w
5、关于“太平爱相伴意外伤害保险”中一般意外伤害保险金和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两项保险责任扩展的公告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6KzOwmFO9HwOMiuFQEsr_w

二、特色金融产品

针对以下26款产品，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且临床分型
为重型或危重型的，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0%或有效保险金额的2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
任不变。扩展责任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24时止。具体以公告为准，可向95589咨询。

1、太平附加守护天使重大疾病保险

2、太平福禄倍佑重大疾病保险

3、太平乐享无忧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4、太平悦享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5、太平成长无忧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6、太平福禄康逸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7、太平附加普泰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8、太平隽福重大疾病保险

9、太平金生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0、太平附加共享荣耀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1、太平附加共享荣耀多次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12、太平福禄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3、太平附加关爱今生重大疾病保险

14、太平附加E宝无忧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15、太平康颐金生C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6、太平附加福利C款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17、太平附加福禄满堂重大疾病保险

18、太平附加福利金佑重大疾病保险

19、太平附加福利关爱重大疾病保险

20、太平福禄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1、太平福临岁祐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2、太平附加美好安康重大疾病保险

23、太平福禄康瑞2018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4、太平福禄嘉倍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5、太平附加吉祥安康重大疾病保险（B款）

26、太平附加吉福康爱B款重大疾病保险

针对以下产品，若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在确诊之日
起180日内因此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适用一般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责任，进行赔付。若确诊之日起180天
内因此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适用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责任。有效期：2020年5月31日（含）之前。具体以公
告为准，可向95589咨询。

27、太平爱相伴意外伤害保险

针对以下产品，实行“零免赔”、“零等待期”，具体以公告为准，可向95589咨询。

28、太平超e保2018医疗保险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健康管理服务（乐享太平APP及95589中国太平统一客服热线）
（1）电话医生：24小时电话医生服务由三甲医院高年资医生提供专业医疗意见，包括日常伤病和医疗疑问的解
答、建议和突发流行性疾病的医学知识普及及与指导，并将免费通过电话解答客户针对本次疫情的疾病咨询、
甄别、预防措施等问题；
（2）在线问诊：线上医生为每位客户提供防疫健康图文咨询，咨询服务内容包括，针对本次疫情的疾病咨询、
甄别、预防措施，如出现症状将协助引导就诊。

2.线上智能业务办理（太平通APP、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95589中国太平统一客服热线、太平网上营业
厅）
（1）信息保全变更：在线自助开通“保险服务密码”功能，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办理保单信息变更
（2）保单实时贷款：在线自助开通“保险服务密码”功能，动动手、点一点，在家即可办理20万以下实时到账
（3）轻松续保缴费：足不出户，自助缴费、电子发票自助获取，尽享便捷
（4）自助报案理赔：开通95589热线24小时受理理赔报案，“秒赔”平台24小时受理理赔申请

3.线上智能客服（太平通APP、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太平小当家
（1）业务咨询：公司介绍、产品推荐、热门活动、保全资料、理赔资料等
（2）业务查询：机构联系方式、缴费信息、保单信息、分红查询等

4.营业网点查询（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快捷查询身边的网点信息，并可进行服务预约

5.疫情防御宝典（太平通APP、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
（1）与机器人对话，发送“疫情”，提醒客户做好相关日常管理
（2）查询全国发热门诊

四、优惠政策

1.调整保单失效及停效改有效规则：
（1）失效批处理时间为2020年2月3日24时开始执行
（2）如节假日特殊延长，按停效改有效规则个案处理
（3）因“疫情”导致保单失效（投保人被隔离或治疗、交通管制等）证据充分，可申请停效改有效

2.调整保单犹豫期：根据政府通知的假期结束时间为准，将犹豫期最后一天调整为上班第一天。



3.针对确诊病例推出以下七项便民惠民理赔服务举措： 
（1）我司所有医疗险、重疾险、寿险均可承担本次疫情对应的赔付责任；
（2）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残疾、重大疾病，先行赔付，后补齐相关资料；
（3）取消重疾险、医疗险等待期；   
（4）取消赔付医院限制；
（5）取消用药及治疗方式限制； 
（6）取消自费项目赔付限制；   
（7）提供治疗费用限定垫付服务。除此之外，太平人寿的主力医疗险超e保2018，在非常时期及时承诺，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住院治疗，除了享有免等待期，取消医疗限制等重大惠民政策支持外，更承诺取消原有1万
免赔额，所有相关住院医疗费用0免赔。
                                                                    

五、其他方面

1.优化投保流程：优化立保通及太平保宝线上投保流程，将空中签名操作化繁为简，人脸识别、投保确认、客
户签名3步走

2.核保支持政策：
（1）取消核保抽检、抽调
（2）延长体检报告有效期
（3）减少体检、取消陪检



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服务方面：
1、针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开通95589热线24小时受理理赔报案，“秒赔”平台24小时受理理赔申请，并针对
确诊病例推出七项便民惠民理赔服务举措，承诺太平超e保2018医疗保险实行“零免赔”、“零等待期”；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h4weiuvwx7r0dnvrDFVNyw
2、向所有客户开放24小时电话医生服务；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oFRbtRQBW2BoCJPVvYYUDg
3、针对投保太平药无忧药品费用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首年提供“ECMO人工肺费用直付服务”。若被保险人已
从当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大病医疗保险或其他商业保险获得ECMO费用补偿，未使用费用直付服
务，将给予被保险人10万元康复津贴。具体以公告为准。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2P5gqSJ-YJcba1f5liDHvw
扩展责任方面：
4、关于“太平福禄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6款产品保险责任扩展的公告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5sRi4-6IsfkEPQf4nIPA3w
5、关于“太平爱相伴意外伤害保险”中一般意外伤害保险金和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两项保险责任扩展的公告
查询路径：太平人寿官方微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6KzOwmFO9HwOMiuFQEsr_w

二、特色金融产品

针对以下26款产品，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且临床分型
为重型或危重型的，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20%或有效保险金额的2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
任不变。扩展责任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24时止。具体以公告为准，可向95589咨询。

1、太平附加守护天使重大疾病保险

2、太平福禄倍佑重大疾病保险

3、太平乐享无忧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4、太平悦享无忧重大疾病保险

5、太平成长无忧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6、太平福禄康逸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7、太平附加普泰一生重大疾病保险

8、太平隽福重大疾病保险

9、太平金生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0、太平附加共享荣耀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1、太平附加共享荣耀多次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12、太平福禄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3、太平附加关爱今生重大疾病保险

14、太平附加E宝无忧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15、太平康颐金生C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6、太平附加福利C款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17、太平附加福禄满堂重大疾病保险

18、太平附加福利金佑重大疾病保险

19、太平附加福利关爱重大疾病保险

20、太平福禄康瑞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1、太平福临岁祐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2、太平附加美好安康重大疾病保险

23、太平福禄康瑞2018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4、太平福禄嘉倍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5、太平附加吉祥安康重大疾病保险（B款）

26、太平附加吉福康爱B款重大疾病保险

针对以下产品，若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在确诊之日
起180日内因此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适用一般意外身故/伤残保险金责任，进行赔付。若确诊之日起180天
内因此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适用意外住院津贴保险金责任。有效期：2020年5月31日（含）之前。具体以公
告为准，可向95589咨询。

27、太平爱相伴意外伤害保险

针对以下产品，实行“零免赔”、“零等待期”，具体以公告为准，可向95589咨询。

28、太平超e保2018医疗保险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健康管理服务（乐享太平APP及95589中国太平统一客服热线）
（1）电话医生：24小时电话医生服务由三甲医院高年资医生提供专业医疗意见，包括日常伤病和医疗疑问的解
答、建议和突发流行性疾病的医学知识普及及与指导，并将免费通过电话解答客户针对本次疫情的疾病咨询、
甄别、预防措施等问题；
（2）在线问诊：线上医生为每位客户提供防疫健康图文咨询，咨询服务内容包括，针对本次疫情的疾病咨询、
甄别、预防措施，如出现症状将协助引导就诊。

2.线上智能业务办理（太平通APP、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95589中国太平统一客服热线、太平网上营业
厅）
（1）信息保全变更：在线自助开通“保险服务密码”功能，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办理保单信息变更
（2）保单实时贷款：在线自助开通“保险服务密码”功能，动动手、点一点，在家即可办理20万以下实时到账
（3）轻松续保缴费：足不出户，自助缴费、电子发票自助获取，尽享便捷
（4）自助报案理赔：开通95589热线24小时受理理赔报案，“秒赔”平台24小时受理理赔申请

3.线上智能客服（太平通APP、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太平小当家
（1）业务咨询：公司介绍、产品推荐、热门活动、保全资料、理赔资料等
（2）业务查询：机构联系方式、缴费信息、保单信息、分红查询等

4.营业网点查询（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快捷查询身边的网点信息，并可进行服务预约

5.疫情防御宝典（太平通APP、中国太平95589微信公众号）
（1）与机器人对话，发送“疫情”，提醒客户做好相关日常管理
（2）查询全国发热门诊

四、优惠政策

1.调整保单失效及停效改有效规则：
（1）失效批处理时间为2020年2月3日24时开始执行
（2）如节假日特殊延长，按停效改有效规则个案处理
（3）因“疫情”导致保单失效（投保人被隔离或治疗、交通管制等）证据充分，可申请停效改有效

2.调整保单犹豫期：根据政府通知的假期结束时间为准，将犹豫期最后一天调整为上班第一天。



3.针对确诊病例推出以下七项便民惠民理赔服务举措： 
（1）我司所有医疗险、重疾险、寿险均可承担本次疫情对应的赔付责任；
（2）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残疾、重大疾病，先行赔付，后补齐相关资料；
（3）取消重疾险、医疗险等待期；   
（4）取消赔付医院限制；
（5）取消用药及治疗方式限制； 
（6）取消自费项目赔付限制；   
（7）提供治疗费用限定垫付服务。除此之外，太平人寿的主力医疗险超e保2018，在非常时期及时承诺，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住院治疗，除了享有免等待期，取消医疗限制等重大惠民政策支持外，更承诺取消原有1万
免赔额，所有相关住院医疗费用0免赔。
                                                                    

五、其他方面

1.优化投保流程：优化立保通及太平保宝线上投保流程，将空中签名操作化繁为简，人脸识别、投保确认、客
户签名3步走

2.核保支持政策：
（1）取消核保抽检、抽调
（2）延长体检报告有效期
（3）减少体检、取消陪检



人保寿险重庆市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将《人保寿险安详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扩展保险责任。除意外保障外，新增新冠感染身故或全残责任，保障期一年。咨询电话：刘思岐 18008306156。

2.将《人保寿险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人保寿险附加一般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扩展责任。除意外保障外，扩展新冠肺炎身故赔付10万，保障期2
个月。咨询电话：刘思岐 18008306156。

3.将《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少儿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人保寿险少儿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
病保险（至尊版）》《人保寿险附加人保福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健康相伴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团体长期重大疾病保险（E款）》《人保
寿险健康相伴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无敌宝宝少儿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人人保重大疾病保险（A款）》《人保寿险人人保重大疾病保险（B款）》等12款重疾产品扩展
新冠肺炎保险责任，一经确诊，无论是普通型还是重型，均可获得赔付，保险期间至2020年4月30日。无需客户办理，自行生效。咨询电话：王志强 13708311203

4.对投保《人保寿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新标准版）》产品，且愿意扩展新冠肺炎责任的企业，经过审核后，可扩展新冠肺炎死亡全残责任至6月30日。联系人：鲜斯頔，
18723455130。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推广“中国人民人寿E服务”。公司人员分享链接给客户在微信上进行安装，引导客户享受线上服务。客户注册后可享受保单查询、网点查询、证件信息更新、电子回执签收、微信
回访、微信保全、自助理赔、万能账户查询、分红查询、卡单激活、电子保单下载、电子发票开具、重疾绿通申请、海外医疗申请及健康服务等便民服务，以及公司发布的保险服务
信息。为客户提供远程、便利保险服务。

2.推广“人保寿险管家”。公司人员推送下载地址或推送二维码，引导客户用手机号注册登录。客户注册后可享受24小时保险生活管家服务，实现保单服务线上办理，包括自助理赔
、保单变更等投保理赔一站式服务及其他服务。为客户提供远程、便利保险服务。

3.调整线上退保办理金额限制，将大额退费办理金额由20万提高至50万。

4.推广微信电子化手段新契约回访，既规避电话回访人力聚集问题，又向客户增加了回访方式。促进客户保单早日承保。

5.将客户保单犹豫期延长。犹豫期止期为1月24日至2月9日期间的保单，顺延至2月10日；犹豫期止期为1月24日至2月9日期间且未回访成功的保单，顺延至回访成功之日起第5天。以
适当延期的方式保护客户权益。

6.推行“人保寿险微店”。销售人员通过“人保E通”注册微店，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链接，客户可点击链接进入微店，浏览、了解上线的保险产品，客户可自愿直接投保或预约投保
。为客户有效提供了远程投保服务，尤其在抗击疫情时期，为广大客户及时提供保险保障。

7.在疫情期间，为确保客户咨询能得到及时回复，采用居家办公、到岗值班等模式，及时转办、解释、处理各类咨询件，对分公司咨询电话采用呼叫转移方式，确保疫情期间客户咨
询及时得到受理、处理。

8.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错时、弹性等方式现场办公，启动线上办公，充分利用远程视频会议、移动办公远程桌面系统、VPN 系统实现公司稳定运维，保证客户服务不掉线。在重点
地区安排专人负责新冠肺炎患者的理赔服务工作，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服务。全市系统各级客服人员把服务一线从营业厅柜台延伸到了手机屏幕，时刻做好了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准备。

三、优惠政策

1.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重疾、医疗或者疾病身故，取消条款等待期、“特定传染病”免责、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免赔额、就诊医院、药品类别、自费用药等限制，开通理赔绿
色服务通道。

2.对于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在治疗中可进行预付赔款或垫付医疗费服务。

3.人保寿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一个人，护一个家”新冠肺炎赠险活动，赠送《人保寿险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人保寿险附加一般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新标准版）。扩展责任，除意外保障外，扩展新冠肺炎身故赔付10万，保障期2个月。全国赠送1000万份，截至目前我司向重庆市民已赠送近40000份。



4.根据中国人保集团统一部署，中国人保寿险向奋战在湖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赠送价值30万元的保险保障。

5.为支持当地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按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银保监局《关于组织保险机构为我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医疗卫生人员捐赠保险
的通知》文件精神，拟为江北区一线抗疫人员1026人赠送保险，每人保额50万。现正在完善手续。

6.对全市系统内勤员工给予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金 10 万元，补偿治疗及康复期间的收入损失；如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幸身故再给付身故保险金 30 万元；最
高累计给予 40 万元。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7.对全市系统外勤销售人员，提供保险保障方案。给予确诊感染新型观状病毒肺炎的外勤员工保险金10万元，如因“新型观状病毒肺炎”不幸身故再给付身故保险金30万元，最高累
计给予 40 万元。解决外勤销售人员后顾之忧。

四、其他方面

1.举办微信产说会，远程为客户介绍产品。在疫情期间，解决客户咨询、购买保险产品难的问题。

2.举办微信创说会，远程为市民介绍行业、介绍公司、介绍服务。在疫情期间，助力社会解决就业问题。针对入司销售人员，启动线上自助入司系统，在规范、达标前提下，办理入
司手续。

3.通过公司保互通视频系统和人保E学APP，组织销售人员进行线上学习、线上参会，强化专业知识、服务技能、强化合规意识，提高综合素质，做到疫情期间培训教育不松劲。

4.分公司统一运作保互通岗前培训班，深化科技赋能，线上培训强充电。“人保E学学习+保互通每日直播学习”的新兵营平台、每日优秀经验萃取直播课堂、微信会经验分享平台等
形式，实现新人育成、主管绩优培训、师资培训常态运行，促进队伍成长提升。

5.疫情期间，电销中心充分应用科技赋能，开启“VPN线上办公”模式，通过VPN实现全体销售坐席居家展业。严格落实会议经营、质检审核、数据分配、系统调整、续期管理、技能
培训、督导管理等工作。规范、有序推进电销客户服务。

6.疫情期间，通过寿险网络学院平台，为员工提供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让员工在居家办公和现场值班之余提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保持服务客户的能力不倒退。同时将疫情防控
知识的学习作为必修内容，提高防控意识，针对该项活动制定相应的学习激励方案，激发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打造学习型组织。



人保寿险重庆市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将《人保寿险安详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扩展保险责任。除意外保障外，新增新冠感染身故或全残责任，保障期一年。咨询电话：刘思岐 18008306156。

2.将《人保寿险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人保寿险附加一般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扩展责任。除意外保障外，扩展新冠肺炎身故赔付10万，保障期2
个月。咨询电话：刘思岐 18008306156。

3.将《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少儿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病保险（至尊版）》《人保寿险少儿无忧人生2019重大疾
病保险（至尊版）》《人保寿险附加人保福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康健保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健康相伴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团体长期重大疾病保险（E款）》《人保
寿险健康相伴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无敌宝宝少儿重大疾病保险》《人保寿险人人保重大疾病保险（A款）》《人保寿险人人保重大疾病保险（B款）》等12款重疾产品扩展
新冠肺炎保险责任，一经确诊，无论是普通型还是重型，均可获得赔付，保险期间至2020年4月30日。无需客户办理，自行生效。咨询电话：王志强 13708311203

4.对投保《人保寿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新标准版）》产品，且愿意扩展新冠肺炎责任的企业，经过审核后，可扩展新冠肺炎死亡全残责任至6月30日。联系人：鲜斯頔，
18723455130。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推广“中国人民人寿E服务”。公司人员分享链接给客户在微信上进行安装，引导客户享受线上服务。客户注册后可享受保单查询、网点查询、证件信息更新、电子回执签收、微信
回访、微信保全、自助理赔、万能账户查询、分红查询、卡单激活、电子保单下载、电子发票开具、重疾绿通申请、海外医疗申请及健康服务等便民服务，以及公司发布的保险服务
信息。为客户提供远程、便利保险服务。

2.推广“人保寿险管家”。公司人员推送下载地址或推送二维码，引导客户用手机号注册登录。客户注册后可享受24小时保险生活管家服务，实现保单服务线上办理，包括自助理赔
、保单变更等投保理赔一站式服务及其他服务。为客户提供远程、便利保险服务。

3.调整线上退保办理金额限制，将大额退费办理金额由20万提高至50万。

4.推广微信电子化手段新契约回访，既规避电话回访人力聚集问题，又向客户增加了回访方式。促进客户保单早日承保。

5.将客户保单犹豫期延长。犹豫期止期为1月24日至2月9日期间的保单，顺延至2月10日；犹豫期止期为1月24日至2月9日期间且未回访成功的保单，顺延至回访成功之日起第5天。以
适当延期的方式保护客户权益。

6.推行“人保寿险微店”。销售人员通过“人保E通”注册微店，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链接，客户可点击链接进入微店，浏览、了解上线的保险产品，客户可自愿直接投保或预约投保
。为客户有效提供了远程投保服务，尤其在抗击疫情时期，为广大客户及时提供保险保障。

7.在疫情期间，为确保客户咨询能得到及时回复，采用居家办公、到岗值班等模式，及时转办、解释、处理各类咨询件，对分公司咨询电话采用呼叫转移方式，确保疫情期间客户咨
询及时得到受理、处理。

8.在疫情防控期间，通过错时、弹性等方式现场办公，启动线上办公，充分利用远程视频会议、移动办公远程桌面系统、VPN 系统实现公司稳定运维，保证客户服务不掉线。在重点
地区安排专人负责新冠肺炎患者的理赔服务工作，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服务。全市系统各级客服人员把服务一线从营业厅柜台延伸到了手机屏幕，时刻做好了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准备。

三、优惠政策

1.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重疾、医疗或者疾病身故，取消条款等待期、“特定传染病”免责、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免赔额、就诊医院、药品类别、自费用药等限制，开通理赔绿
色服务通道。

2.对于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重症患者，在治疗中可进行预付赔款或垫付医疗费服务。

3.人保寿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一个人，护一个家”新冠肺炎赠险活动，赠送《人保寿险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新标准版）》《人保寿险附加一般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新标准版）。扩展责任，除意外保障外，扩展新冠肺炎身故赔付10万，保障期2个月。全国赠送1000万份，截至目前我司向重庆市民已赠送近40000份。



4.根据中国人保集团统一部署，中国人保寿险向奋战在湖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赠送价值30万元的保险保障。

5.为支持当地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按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银保监局《关于组织保险机构为我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医疗卫生人员捐赠保险
的通知》文件精神，拟为江北区一线抗疫人员1026人赠送保险，每人保额50万。现正在完善手续。

6.对全市系统内勤员工给予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金 10 万元，补偿治疗及康复期间的收入损失；如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幸身故再给付身故保险金 30 万元；最
高累计给予 40 万元。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7.对全市系统外勤销售人员，提供保险保障方案。给予确诊感染新型观状病毒肺炎的外勤员工保险金10万元，如因“新型观状病毒肺炎”不幸身故再给付身故保险金30万元，最高累
计给予 40 万元。解决外勤销售人员后顾之忧。

四、其他方面

1.举办微信产说会，远程为客户介绍产品。在疫情期间，解决客户咨询、购买保险产品难的问题。

2.举办微信创说会，远程为市民介绍行业、介绍公司、介绍服务。在疫情期间，助力社会解决就业问题。针对入司销售人员，启动线上自助入司系统，在规范、达标前提下，办理入
司手续。

3.通过公司保互通视频系统和人保E学APP，组织销售人员进行线上学习、线上参会，强化专业知识、服务技能、强化合规意识，提高综合素质，做到疫情期间培训教育不松劲。

4.分公司统一运作保互通岗前培训班，深化科技赋能，线上培训强充电。“人保E学学习+保互通每日直播学习”的新兵营平台、每日优秀经验萃取直播课堂、微信会经验分享平台等
形式，实现新人育成、主管绩优培训、师资培训常态运行，促进队伍成长提升。

5.疫情期间，电销中心充分应用科技赋能，开启“VPN线上办公”模式，通过VPN实现全体销售坐席居家展业。严格落实会议经营、质检审核、数据分配、系统调整、续期管理、技能
培训、督导管理等工作。规范、有序推进电销客户服务。

6.疫情期间，通过寿险网络学院平台，为员工提供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让员工在居家办公和现场值班之余提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保持服务客户的能力不倒退。同时将疫情防控
知识的学习作为必修内容，提高防控意识，针对该项活动制定相应的学习激励方案，激发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打造学习型组织。



富德生命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关于富德生命人寿重疾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公众查询路径：微信公众号“富德生命V刊”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5uEB7nanXnI-bQcD2IMIyA）                                                    
2、《富德生命人寿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预案》（公众查询路径：微信公众号“富德生命V刊”）链
接：https://mp.weixin.qq.com/s/MFD_tmfonS69WWpVM1hN2Q

二、特色金融产品

1、富德生命万年青重大疾病保险：身故/全残保障、81种重大疾病保障、41种轻症保障、确诊重疾或轻症豁免
保费，在原保险责任基础上扩展了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
普通型的适用轻症保障，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重型或危重型的适用重疾保障，取
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023-88394190

2、富德生命康逸重大疾病保险：基本重大疾病保障、一般重大疾病保障、少儿重大疾病保障，在原保险责任基
础上扩展了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重型或危重型的适用基
本重大疾病保障，取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023-88394190

3、富德生命永宁团体重大疾病保险（B款）：重大疾病保障、可选重大疾病保障，在原保险责任基础上扩展了
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重型或危重型的适用重大疾病保
障，取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023-88394190

4、富德生命i无忧费用补偿医疗保险（2018版）：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在原保险责任基础
上扩展了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取消条款中有关
传染病的责任免除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自费药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咨询电话：
023-88394190

5、富德生命悦享人生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在原保险责任基础上扩展了
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取消条款中有关传染病的
责任免除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自费药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咨询电话：023-
883941906、产品名称：富德生命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
产品说明：
投保年龄:出生满25天-65周岁
交费期间:趸/3/5/10/15/19/20年交
（趸/3/5年交,交清不超过70周岁；10/15/20年交,交清不超过65周岁；19年交,交清不超过64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保险金额要求:最低50000元,且为1000元的整数倍
19年交需满足本主险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
保单犹豫期:自保险合同签收次日零时起15个自然日
保险责任：轻症疾病保险金:保障32种轻症；中症疾病保险金:保障20种中症；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障120种重大
疾病；特定恶性肿瘤保险金；轻症疾病、中症疾病或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寿险复原保险金；身故或全残保险
金
扩展责任：按照国卫办临床分型的重型、危重型适用重疾责任赔付；按照国卫办临床分型的普通型适用中症疾
病保险责任赔付
责任扩展有效期：2020年2月3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咨询电话：95535/4008-200-035



7、产品名称：安心保保险计划
产品说明：
保费：66元
投保年龄：30天-70周岁 
职业类别：1-4类 
保险期间：1年 
生效日期：投保次日零时生效 
份数限制：每个被保险人仅能投保一份 
产品责任：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涵盖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意外伤残保险金20万(涵盖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导致的身故)
咨询电话：95535/4008-200-035

8、《富德生命倍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险》，扩展责任：（1）生效后，确诊新冠，临床分型为普通型，使用中症
保险责任；（2）合同生效后，确诊新冠，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按重疾第二组给付重疾保险金，第二组责
任终止。咨询电话：88394061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回访服务：总公司95535、400820003524客服热线在疫情期间坚持24小时在线服务，解决客户电话咨询问题
、受理理赔服务等，为广大客户提供便利服务。分公司及中支疫情期间持续受理、转办客户955535咨询服务问
题，并通过电话沟通解决客户困难。
分公司及中支回访岗以VNP远程办公和现场轮班相结合的形式做好客户新契约回访工作，并通过大力推广线上回
访以更加安全、高效的方式，全力在犹豫期内完成回访服务。

2、投诉服务：分公司、各中支24小时电话值守，快速解决客户投诉问题。如有突发事件需出现场，咨诉人员将
第一时间到位进行投诉处理；疫情期间充分做好客户电话安抚和解释服务，分公司采用VPN进行远程系统处理客
户投诉业务，及时受理客户投诉案件。

3、富德生命人寿电话医生7*24小时待命 ，30秒内连线高年资全科医生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特定健康险客户拨
打海报服务热线即可使用。

4、核保核赔部通知[2020]5号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犹豫期撤销保全业务临时处理方案的通知，对不
能外出客户采取电子影像方式处理

5、《富德生命人寿核保核赔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升级线上理赔服务的通知》（核保核赔部通知
[2020]4号),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2月19日至4月30日期间非电商渠道发票金额3000以下的免收发票，电
商渠道10000以下免收渠道；2、开通微信受理渠道，客户可通过微信申请医疗和重疾理赔，做到理赔申请足不
出户；

6、《富德生命人寿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预案》，主要内容有：1、启动24小时报案接听；2、建立绿
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3、简化理赔手续；4、取消定点医院、自费药等限制；5、理赔预付。

四、优惠政策

1、《关于富德生命人寿重疾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2020年2月3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被保险人经医院确
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可按照部分重大疾病产品的保险责任予以申请理赔。



富德生命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关于富德生命人寿重疾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公众查询路径：微信公众号“富德生命V刊”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5uEB7nanXnI-bQcD2IMIyA）                                                    
2、《富德生命人寿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预案》（公众查询路径：微信公众号“富德生命V刊”）链
接：https://mp.weixin.qq.com/s/MFD_tmfonS69WWpVM1hN2Q

二、特色金融产品

1、富德生命万年青重大疾病保险：身故/全残保障、81种重大疾病保障、41种轻症保障、确诊重疾或轻症豁免
保费，在原保险责任基础上扩展了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
普通型的适用轻症保障，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重型或危重型的适用重疾保障，取
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023-88394190

2、富德生命康逸重大疾病保险：基本重大疾病保障、一般重大疾病保障、少儿重大疾病保障，在原保险责任基
础上扩展了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重型或危重型的适用基
本重大疾病保障，取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023-88394190

3、富德生命永宁团体重大疾病保险（B款）：重大疾病保障、可选重大疾病保障，在原保险责任基础上扩展了
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类为重型或危重型的适用重大疾病保
障，取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023-88394190

4、富德生命i无忧费用补偿医疗保险（2018版）：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在原保险责任基础
上扩展了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取消条款中有关
传染病的责任免除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自费药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咨询电话：
023-88394190

5、富德生命悦享人生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在原保险责任基础上扩展了
新型冠状病毒保险责任，若被保险人在医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取消条款中有关传染病的
责任免除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自费药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咨询电话：023-
883941906、产品名称：富德生命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尊享版）
产品说明：
投保年龄:出生满25天-65周岁
交费期间:趸/3/5/10/15/19/20年交
（趸/3/5年交,交清不超过70周岁；10/15/20年交,交清不超过65周岁；19年交,交清不超过64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保险金额要求:最低50000元,且为1000元的整数倍
19年交需满足本主险基本保险金额≥20万元
保单犹豫期:自保险合同签收次日零时起15个自然日
保险责任：轻症疾病保险金:保障32种轻症；中症疾病保险金:保障20种中症；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障120种重大
疾病；特定恶性肿瘤保险金；轻症疾病、中症疾病或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寿险复原保险金；身故或全残保险
金
扩展责任：按照国卫办临床分型的重型、危重型适用重疾责任赔付；按照国卫办临床分型的普通型适用中症疾
病保险责任赔付
责任扩展有效期：2020年2月3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咨询电话：95535/4008-200-035



7、产品名称：安心保保险计划
产品说明：
保费：66元
投保年龄：30天-70周岁 
职业类别：1-4类 
保险期间：1年 
生效日期：投保次日零时生效 
份数限制：每个被保险人仅能投保一份 
产品责任：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涵盖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意外伤残保险金20万(涵盖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导致的身故)
咨询电话：95535/4008-200-035

8、《富德生命倍享健康重大疾病保险》，扩展责任：（1）生效后，确诊新冠，临床分型为普通型，使用中症
保险责任；（2）合同生效后，确诊新冠，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按重疾第二组给付重疾保险金，第二组责
任终止。咨询电话：88394061

三、金融服务便利

1、回访服务：总公司95535、400820003524客服热线在疫情期间坚持24小时在线服务，解决客户电话咨询问题
、受理理赔服务等，为广大客户提供便利服务。分公司及中支疫情期间持续受理、转办客户955535咨询服务问
题，并通过电话沟通解决客户困难。
分公司及中支回访岗以VNP远程办公和现场轮班相结合的形式做好客户新契约回访工作，并通过大力推广线上回
访以更加安全、高效的方式，全力在犹豫期内完成回访服务。

2、投诉服务：分公司、各中支24小时电话值守，快速解决客户投诉问题。如有突发事件需出现场，咨诉人员将
第一时间到位进行投诉处理；疫情期间充分做好客户电话安抚和解释服务，分公司采用VPN进行远程系统处理客
户投诉业务，及时受理客户投诉案件。

3、富德生命人寿电话医生7*24小时待命 ，30秒内连线高年资全科医生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特定健康险客户拨
打海报服务热线即可使用。

4、核保核赔部通知[2020]5号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犹豫期撤销保全业务临时处理方案的通知，对不
能外出客户采取电子影像方式处理

5、《富德生命人寿核保核赔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升级线上理赔服务的通知》（核保核赔部通知
[2020]4号),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2月19日至4月30日期间非电商渠道发票金额3000以下的免收发票，电
商渠道10000以下免收渠道；2、开通微信受理渠道，客户可通过微信申请医疗和重疾理赔，做到理赔申请足不
出户；

6、《富德生命人寿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预案》，主要内容有：1、启动24小时报案接听；2、建立绿
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3、简化理赔手续；4、取消定点医院、自费药等限制；5、理赔预付。

四、优惠政策

1、《关于富德生命人寿重疾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2020年2月3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被保险人经医院确
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即可按照部分重大疾病产品的保险责任予以申请理赔。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四取消、三减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恒大人寿惠民举措再升级！》（官方微信公众号“恒大人寿”1月31
日发布的公告，内容截图如附件1）；

2.《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官方微信公众号“恒大人寿”2月5
日发布的公告，内容截图如附件2）；

3.《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两款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官方微信公众号“恒大人寿”2月7
日发布的公告，内容截图如附件3）。

二、金融服务便利

1.7×24小时线上温暖服务
（1）保单自助查询服务：
①支持投保人、被保险人、险种保障、续期交费、投连账户、红利、生存金、万能账户等信息在线实时自助查
询；
②电子合同、各类通知服务信函支持实时查询、下载及转发。
（2）保单自助变更服务：
①保单基本信息变更、续期交费账号变更等6项变更业务，红利领取、生存金领取等5项付费类业务，保单贷款
清偿、保单自垫清偿2项收费类业务，全天候自助办理；
②身份证件实时上传，OCR扫码图片实时识别，人脸识别实时验真功能保驾护航，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
（3）保单自助理赔服务：
按照系统提示完成索赔操作，足不出户即可上传理赔所需要的资料。

2.7×24小时全方位受理报案渠道
①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36-8888）24小时畅通；
②微信公众号“恒大人寿服务中心”随时接受报案、理赔申请；
③各分公司开通统一紧急服务热线。

3.上线电子回访
通过互联网技术、依托微信公众号“恒大人寿服务中心”为载体，由投保人自愿发起并通过客户身份真实性校
验后，确认投保人知悉合同主要内容和犹豫期等相关权利。

4.推出远程双录
客户通过远程视频接入双录系统，无需面对面双录，实现销售人员与客户共框，支持手机、电脑等多种设备，
全程语音播报话术，省时省力。

三、优惠政策



1.保险产品责任扩展
（1）恒大恒久守护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恒大永葆健康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51款重疾险扩展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且
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的公司承担重疾保险责任；
（2）恒大意外伤害保险（2017版）、恒大恒安心意外伤害保险等2款意外险扩展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
故、伤残属保险责任范围。

2.理赔支持举措
（1）主动联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客户，对符合理赔垫付条件的客户先行垫付住院费用。
（2）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客户理赔资料“三减免”：
①免提供疾病检查报告；
②免提供保险合同；
③身故人员免提供户籍注销证明。
（3）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客户理赔限制“四取消”：
①取消自费药限制；
②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客户可在中国大陆境内就近治疗；
③取消等待期限制；
④取消免赔额限制。
（4）我司优先审核、定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客户赔案，确保在结案后一个工作日内支付理赔款。

3.保全及续期支持举措
（1）办理保单贷款或者有保费自动垫缴的客户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则其住院治疗期间免除贷款利息和自动垫
缴利息。
（2）客户保单宽限期最后一天在2020年1月20日至2月29日的，延长至3月31日，客户在延长宽限期内出险的，
正常理赔处理。

4.免费线上医生
3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有效保单投保人登录官微恒大人寿服务中心恒康荟即可免费使用家庭医生服务。







幸福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关于延长保单宽限期的公告（http://www.happyinsurance.com.cn/Info/285358）
2、关于部分产品保险责任扩展的公告（http://www.happyinsurance.com.cn/Info/285754）

二、特色金融产品

1.幸福人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若被保险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的，公司除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身故保
险金外，额外给付20%的基本保险金额作为身故保险金;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
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2.幸福安享幸福恶性肿瘤疾病保险：若被保险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的，公司除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身
故保险金外，额外给付20%的基本保险金额作为身故保险金;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
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3.产品名称：幸福财富4.0年金保险；产品说明：属于一般寿险，年金、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给付责任，针
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4.产品名称：幸福财富恒享两全保险（万能型）；产品说明：属于一般寿险，年金、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
给付责任，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5.产品名称：幸福财富稳赢A款年金保险；产品说明：属于一般寿险，年金、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给付责
任，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6.产品名称：幸福安康保医疗保险；产品说明：属于医疗险，一般医疗保险金和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给付责
任，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取消医保费用限制、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自费药限制、取消免赔
额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95560

三、金融服务便利

1.24小时客服咨询热线95560

2.幸福人寿官方网站www.happyinsurance.com.cn可进行保单查询及办理客户资料变更、保单贷款、红利领取、
续期缴费方式变更、退保、契撤等业务

3.微信服务公众号“幸福人寿在线”可进行保单查询及办理客户资料变更、保单贷款、红利领取、续期缴费方
式变更、部分领取、证件有效期变更等业务，也可进行微信理赔报案。

4.对受疫情影响尚未复工客户单位采取延期续保，在线保全等措施保障被保险人利益。

5.对已复工单位员工提供意外险扩展新冠肺炎责任保险方案，解决复工人员后顾之忧。

6.实现无纸化、非接触式线上投保模式，防控疫情的同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保险服务。

四、优惠政策



1、推出八大举措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1）24小时理赔在线服务（2）开通理赔绿色通道（3）启
动特案理赔规则（4）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5）简化理赔手续（6）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无等待期（7）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无免赔额限制（8）保单保险期到期后15个自然日内确诊的病例仍承担责任

2、对15个在保产品扩展了“新冠肺炎”的保险责任。

3、对保单周年日在2019年11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的保单，将保单宽限期从60天延长至90天。

4、从2月4日起，对员工福利保障项目中的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拓展包含新型肺炎身故保障责任。即：因新型肺炎
身故，可获得定期寿险和意外伤害两项保额累加赔付。

5.疫情突至，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小微企业深受重创。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共同抗疫精神，发挥
保险行业功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体现公司的社会责任。幸福人寿团险拟推出以下措施：
一、凡2、3月份两个月内，要办理续保的100人以内且注册资本金1000万以内（含）的小微企业客户，续保时意
外伤害保障责任，可免费扩展新冠肺炎身故或全残保障。单个被保险人意外保额30万（含）以下全额扩展；30
万以上的，扩展新冠肺炎保障最高30万。
二、自2月21日起至4月30日，投保幸福团体借款人意外保险产品的客户，可免费扩展新冠肺炎身故或全残责任
。单个被保险人保额50万以内（含），全额扩展；单个被保险人保额50万以上的，扩展新冠肺炎身故或全残保
障最高50万。



幸福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关于延长保单宽限期的公告（http://www.happyinsurance.com.cn/Info/285358）
2、关于部分产品保险责任扩展的公告（http://www.happyinsurance.com.cn/Info/285754）

二、特色金融产品

1.幸福人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若被保险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的，公司除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身故保
险金外，额外给付20%的基本保险金额作为身故保险金;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
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2.幸福安享幸福恶性肿瘤疾病保险：若被保险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的，公司除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身
故保险金外，额外给付20%的基本保险金额作为身故保险金;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
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3.产品名称：幸福财富4.0年金保险；产品说明：属于一般寿险，年金、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给付责任，针
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4.产品名称：幸福财富恒享两全保险（万能型）；产品说明：属于一般寿险，年金、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
给付责任，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5.产品名称：幸福财富稳赢A款年金保险；产品说明：属于一般寿险，年金、身故保险金和满期保险金给付责
任，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身故责任取消等待期；咨询电话：95560

6.产品名称：幸福安康保医疗保险；产品说明：属于医疗险，一般医疗保险金和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给付责
任，针对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取消医保费用限制、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自费药限制、取消免赔
额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咨询电话：95560

三、金融服务便利

1.24小时客服咨询热线95560

2.幸福人寿官方网站www.happyinsurance.com.cn可进行保单查询及办理客户资料变更、保单贷款、红利领取、
续期缴费方式变更、退保、契撤等业务

3.微信服务公众号“幸福人寿在线”可进行保单查询及办理客户资料变更、保单贷款、红利领取、续期缴费方
式变更、部分领取、证件有效期变更等业务，也可进行微信理赔报案。

4.对受疫情影响尚未复工客户单位采取延期续保，在线保全等措施保障被保险人利益。

5.对已复工单位员工提供意外险扩展新冠肺炎责任保险方案，解决复工人员后顾之忧。

6.实现无纸化、非接触式线上投保模式，防控疫情的同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保险服务。

四、优惠政策



1、推出八大举措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1）24小时理赔在线服务（2）开通理赔绿色通道（3）启
动特案理赔规则（4）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5）简化理赔手续（6）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无等待期（7）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无免赔额限制（8）保单保险期到期后15个自然日内确诊的病例仍承担责任

2、对15个在保产品扩展了“新冠肺炎”的保险责任。

3、对保单周年日在2019年11月20日至2019年12月31的保单，将保单宽限期从60天延长至90天。

4、从2月4日起，对员工福利保障项目中的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拓展包含新型肺炎身故保障责任。即：因新型肺炎
身故，可获得定期寿险和意外伤害两项保额累加赔付。

5.疫情突至，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小微企业深受重创。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共同抗疫精神，发挥
保险行业功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体现公司的社会责任。幸福人寿团险拟推出以下措施：
一、凡2、3月份两个月内，要办理续保的100人以内且注册资本金1000万以内（含）的小微企业客户，续保时意
外伤害保障责任，可免费扩展新冠肺炎身故或全残保障。单个被保险人意外保额30万（含）以下全额扩展；30
万以上的，扩展新冠肺炎保障最高30万。
二、自2月21日起至4月30日，投保幸福团体借款人意外保险产品的客户，可免费扩展新冠肺炎身故或全残责任
。单个被保险人保额50万以内（含），全额扩展；单个被保险人保额50万以上的，扩展新冠肺炎身故或全残保
障最高50万。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中宏宏创百万关爱医疗保险（DMC），中宏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ACM）：持有指定产品保单的被保险人在2020年2月8日（含）至2020 年6月30日
（含）期间内，若不幸确诊感染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导致肺炎，并入住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接受治疗的，可获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ICU康复关爱支持服务。若指定产品保单被保险人在指定时间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进入 ICU 接受相应治疗，在患者康复出院后可通过 MDT 多学
科专家会诊，获得专业康复指导意见。在患者治愈出院后，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现场会诊或远程会诊。多学科会诊由感染科、呼吸科、心内科、精
神科等临床相关学科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组成，为患者提供多学科会诊，并形成个性化康复指导意见。若客户选择不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出院患者康复MDT服务，则可获得ICU 康复津贴 5 万元作为特别关爱金。
2、《中宏宏创 2017 意外伤害保险》其中7个网销保险产品保险责任扩展：若被保险人首次出现症状或体征，经本公司认可的医院首次确诊新冠肺炎并
因此疾病身故，本公司将给付新冠肺炎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若被保险人首次出现症状或体征，经本公司认可的医院首次确诊新冠肺炎并因此疾病
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第一级残疾程度之一，本公司将给付新冠肺炎全餐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
3、中宏安享逸生意外保险计划：扩展承担新冠肺炎身故保险金、新冠肺炎全残保险金等保险责任。

公司咨询电话：95383

二、金融服务便利

（一）放宽核保要求，推行电子化，提升客户服务：
1）针对新单、变更、理赔等各项业务可采用电子化为客户提供服务。
2）公司的客服热线95383和中宏保险官方微信继续作为服务窗口，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业务受理等服务。
3）个险新契约在3月份取消抽样体检。
4）有健康告知的保单，核保尽量以客户的病史资料作为核保依据，最大限度避免体检要求。

（二）优化理赔服务，升级应对举措：
1）24小时受理:【中宏保险】官方微信自助提交理赔申请,中宏保险客户服务热线95383理赔报案;
2）设立专项理赔绿色快速通道:对于因此次疫情引起的理赔需求,一律免病历资料及发票原件递交(微信自助理赔),简化理赔手续,并予优先核定;
3）免除等待期:如果所购买的健康保险产品原来规定有等待期,则针对此次疫情引起的治疗一律免除等待期;
4）取消就诊医院等级限制:因本次疫情需紧急救治的客户,不再限制其就诊医院,只要入住当地政府机构指定医院进行治疗的,皆可到公司办理理赔;
5）取消住院方式限制:以治疗需要为先,对于在门诊观察室、留观室进行隔离治疗的客户,也按等同于住院的方式进行认定;
6）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将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全部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即理赔
范围;
7）取消免赔额:如果所购买的健康保险产品原来规定有免赔额,则针对此次疫情引起的治疗一律取消免赔额。

（三）增加“两线”项目，提升保全服务：
1）客户可通过微信在线申请变更事项，变更内容包括：红利领取、现金利益领取、联系地址变更、电话变更、保险合同贷款、归还贷款、身故受益人
变更、设置银行账号、自动增额权益变更、身份证件留存。
2）客户可通过我公司服务热线95383受理保单变更范围：在线支持和受理变更报价单支持的变更项目、缴费方式变更为“自行缴费”、客户申请保险费
特别加扣。
3）若客户致电热线要求撤保、退保、降低保额的，热线人员会及时通知营销员跟进服务和办理。

三、其他方面

公司集结优质医疗资源驰援全国，携手“好大夫”在线问诊平台联合推出了线上义诊，为客户、员工及公众提供在线义诊服务，免费提供新型肺炎咨
询，疫情防护指导服务，为抗疫赈灾助力；还向客户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由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并具备800小时以上咨询经验的心理咨询家
提供在线心理服务。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中宏宏创百万关爱医疗保险（DMC），中宏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ACM）：持有指定产品保单的被保险人在2020年2月8日（含）至2020 年6月30日
（含）期间内，若不幸确诊感染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导致肺炎，并入住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接受治疗的，可获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ICU康复关爱支持服务。若指定产品保单被保险人在指定时间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进入 ICU 接受相应治疗，在患者康复出院后可通过 MDT 多学
科专家会诊，获得专业康复指导意见。在患者治愈出院后，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现场会诊或远程会诊。多学科会诊由感染科、呼吸科、心内科、精
神科等临床相关学科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级别专家组成，为患者提供多学科会诊，并形成个性化康复指导意见。若客户选择不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出院患者康复MDT服务，则可获得ICU 康复津贴 5 万元作为特别关爱金。
2、《中宏宏创 2017 意外伤害保险》其中7个网销保险产品保险责任扩展：若被保险人首次出现症状或体征，经本公司认可的医院首次确诊新冠肺炎并
因此疾病身故，本公司将给付新冠肺炎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若被保险人首次出现症状或体征，经本公司认可的医院首次确诊新冠肺炎并因此疾病
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第一级残疾程度之一，本公司将给付新冠肺炎全餐保险金人民币20万元。
3、中宏安享逸生意外保险计划：扩展承担新冠肺炎身故保险金、新冠肺炎全残保险金等保险责任。

公司咨询电话：95383

二、金融服务便利

（一）放宽核保要求，推行电子化，提升客户服务：
1）针对新单、变更、理赔等各项业务可采用电子化为客户提供服务。
2）公司的客服热线95383和中宏保险官方微信继续作为服务窗口，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业务受理等服务。
3）个险新契约在3月份取消抽样体检。
4）有健康告知的保单，核保尽量以客户的病史资料作为核保依据，最大限度避免体检要求。

（二）优化理赔服务，升级应对举措：
1）24小时受理:【中宏保险】官方微信自助提交理赔申请,中宏保险客户服务热线95383理赔报案;
2）设立专项理赔绿色快速通道:对于因此次疫情引起的理赔需求,一律免病历资料及发票原件递交(微信自助理赔),简化理赔手续,并予优先核定;
3）免除等待期:如果所购买的健康保险产品原来规定有等待期,则针对此次疫情引起的治疗一律免除等待期;
4）取消就诊医院等级限制:因本次疫情需紧急救治的客户,不再限制其就诊医院,只要入住当地政府机构指定医院进行治疗的,皆可到公司办理理赔;
5）取消住院方式限制:以治疗需要为先,对于在门诊观察室、留观室进行隔离治疗的客户,也按等同于住院的方式进行认定;
6）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将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全部临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即理赔
范围;
7）取消免赔额:如果所购买的健康保险产品原来规定有免赔额,则针对此次疫情引起的治疗一律取消免赔额。

（三）增加“两线”项目，提升保全服务：
1）客户可通过微信在线申请变更事项，变更内容包括：红利领取、现金利益领取、联系地址变更、电话变更、保险合同贷款、归还贷款、身故受益人
变更、设置银行账号、自动增额权益变更、身份证件留存。
2）客户可通过我公司服务热线95383受理保单变更范围：在线支持和受理变更报价单支持的变更项目、缴费方式变更为“自行缴费”、客户申请保险费
特别加扣。
3）若客户致电热线要求撤保、退保、降低保额的，热线人员会及时通知营销员跟进服务和办理。

三、其他方面

公司集结优质医疗资源驰援全国，携手“好大夫”在线问诊平台联合推出了线上义诊，为客户、员工及公众提供在线义诊服务，免费提供新型肺炎咨
询，疫情防护指导服务，为抗疫赈灾助力；还向客户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由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并具备800小时以上咨询经验的心理咨询家
提供在线心理服务。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1）光大永明百万安康(2019版）医疗保险；（2）光大永明安康百万医疗保险；（3）光大永明无忧住院医
疗保险；（4）光大永明附加住院医疗保险（A款）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年4月30日，若被保险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因该疾病导
致发生医疗救治的，本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时按如下方式进行扩展：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限制；取消给
付比例限制，按照100%比例给付；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症治疗
的药品及诊疗项目所对应的医疗费用，均纳入保险保障范畴。 咨询电话：95348

2、光大永明团险守护无忧。产品说明：确诊新冠肺炎并身故赔付30万元，住院津贴300元每天（90天为限）。  
咨询电话：95348

3、光大永明全家福卡。产品说明：在5月31日前确诊新冠肺炎并身故赔付10万元。  咨询电话：95348

4、光大永明交通意外卡。责任扩展说明：在5月31日前确诊新冠肺炎并身故赔付50万元。 咨询电话：95348

5、（1）光大永明童佳保重大疾病保险；（2）光大永明吉瑞宝（多倍版）重大疾病保险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 年4 月30 日，若被保险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的，本公
司取消等待期限制，并按照合同约定的该产品身故保险责任赔付金额的12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任不
变，保单后续状态依据相应产品的条款约定终止。咨询电话：95348

6、（1）光大永明百万安康(2019 版）医疗保险；（2）光大永明安康百万医疗保险；（3）光大永明无忧住院
医疗保险；（4）光大永明附加住院医疗保险（A 款）；（5）光大永明意外费用补偿（2018）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年4月30日，若被保险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因该疾病导
致发生医疗救治的，本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时按如下方式进行扩展：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限制；取消给
付比例限制，按照100%比例给付；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症治疗
的药品及诊疗项目所对应的医疗费用，均纳入保险保障范畴。咨询电话：95348

7、金保鸿两全保险。产品说明：投保后为客户提供身故保险金，满期保险金及现金红利，灵活保单借款资金随
需周转；咨询电话：95348

8、安鑫禧年金保险。产品说明：投保后年金稳定增值，年金受益人定向领取（可最多指定无人）可附加万能账
户实现资金二次增值，两重关怀，额外提供投保人意外身故及高残豁免保险费，灵活保单借款资金随需周转；
咨询电话：95348

9、安鑫福年金保险类。产品说明缴费期、保障期灵活选择，各项保障利益确定给付透明，领取年金方式灵活，
自由选择年金受益人，兼顾保障后顾无忧，投保简便无需核保，增值服务全面贴心；咨询电话：95348

10、光大永明意外伤害保险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年5月31日，若被保险人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或伤残，
本公司将按照产品的意外身故或意外伤残责任赔付金额的150%进行给付，保单后续状态依据相应产品的条款约
定而持续或终止。咨询电话：95348

二、金融服务便利



1、个险渠道开展包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责任的赠险活动，保险期限1个月和3个月，目前已经送出7000余份，累
计为客户免费送出35亿的保障额度。

2、团单线上办理投保，疫情结束后，补纸质资料。

三、优惠政策

1、向客户赠送新冠特定保险。

2、团体守护无忧优惠政策：1、确诊新冠肺炎无观察期。2、住院津贴无免赔期。3、治愈出院后，追加7天调养
赔付。4、涵盖普通意外身故及疾病身故。

四、其他方面

1、依照集团统一部署，通过光大银行销售大爱保公益产品，其代销手续费将全部作为公益基金捐出。     2、
公司开展“众志成城 共抗疫情 光大在行动”员工捐款活动。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1）光大永明百万安康(2019版）医疗保险；（2）光大永明安康百万医疗保险；（3）光大永明无忧住院医
疗保险；（4）光大永明附加住院医疗保险（A款）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年4月30日，若被保险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因该疾病导
致发生医疗救治的，本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时按如下方式进行扩展：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限制；取消给
付比例限制，按照100%比例给付；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症治疗
的药品及诊疗项目所对应的医疗费用，均纳入保险保障范畴。 咨询电话：95348

2、光大永明团险守护无忧。产品说明：确诊新冠肺炎并身故赔付30万元，住院津贴300元每天（90天为限）。  
咨询电话：95348

3、光大永明全家福卡。产品说明：在5月31日前确诊新冠肺炎并身故赔付10万元。  咨询电话：95348

4、光大永明交通意外卡。责任扩展说明：在5月31日前确诊新冠肺炎并身故赔付50万元。 咨询电话：95348

5、（1）光大永明童佳保重大疾病保险；（2）光大永明吉瑞宝（多倍版）重大疾病保险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 年4 月30 日，若被保险人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的，本公
司取消等待期限制，并按照合同约定的该产品身故保险责任赔付金额的12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任不
变，保单后续状态依据相应产品的条款约定终止。咨询电话：95348

6、（1）光大永明百万安康(2019 版）医疗保险；（2）光大永明安康百万医疗保险；（3）光大永明无忧住院
医疗保险；（4）光大永明附加住院医疗保险（A 款）；（5）光大永明意外费用补偿（2018）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年4月30日，若被保险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因该疾病导
致发生医疗救治的，本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时按如下方式进行扩展：取消等待期限制；取消免赔额限制；取消给
付比例限制，按照100%比例给付；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症治疗
的药品及诊疗项目所对应的医疗费用，均纳入保险保障范畴。咨询电话：95348

7、金保鸿两全保险。产品说明：投保后为客户提供身故保险金，满期保险金及现金红利，灵活保单借款资金随
需周转；咨询电话：95348

8、安鑫禧年金保险。产品说明：投保后年金稳定增值，年金受益人定向领取（可最多指定无人）可附加万能账
户实现资金二次增值，两重关怀，额外提供投保人意外身故及高残豁免保险费，灵活保单借款资金随需周转；
咨询电话：95348

9、安鑫福年金保险类。产品说明缴费期、保障期灵活选择，各项保障利益确定给付透明，领取年金方式灵活，
自由选择年金受益人，兼顾保障后顾无忧，投保简便无需核保，增值服务全面贴心；咨询电话：95348

10、光大永明意外伤害保险
责任扩展说明：针对已生效合同，截至2020年5月31日，若被保险人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身故或伤残，
本公司将按照产品的意外身故或意外伤残责任赔付金额的150%进行给付，保单后续状态依据相应产品的条款约
定而持续或终止。咨询电话：95348

二、金融服务便利



1、个险渠道开展包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责任的赠险活动，保险期限1个月和3个月，目前已经送出7000余份，累
计为客户免费送出35亿的保障额度。

2、团单线上办理投保，疫情结束后，补纸质资料。

三、优惠政策

1、向客户赠送新冠特定保险。

2、团体守护无忧优惠政策：1、确诊新冠肺炎无观察期。2、住院津贴无免赔期。3、治愈出院后，追加7天调养
赔付。4、涵盖普通意外身故及疾病身故。

四、其他方面

1、依照集团统一部署，通过光大银行销售大爱保公益产品，其代销手续费将全部作为公益基金捐出。     2、
公司开展“众志成城 共抗疫情 光大在行动”员工捐款活动。



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瑞泰人寿启动应对新型肺炎理赔处置应急预案》

2.《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瑞泰人寿特设关爱基金及应急服务举措助力抗击新型肺炎疫情》

3.《关于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产品责任扩展的公告》

说明：以上三个文件均已公开发布，搜素“瑞泰人寿”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即可查阅。

二、特色金融产品

1.《瑞泰完美童年重大疾病保险》

2.《瑞泰瑞盈重大疾病保险》

3.《瑞泰多倍宝宝重大疾病保险》

4.《瑞泰泰臻爱重大疾病保险》

5.《瑞泰泰贴心重大疾病保险》

6.《瑞泰乐享安康（尊享版）重大疾病保险》

7.《瑞泰乐享安康重大疾病保险》

8.《瑞泰欣康保定期重大疾病保险》

说明：                                                                                                                                                                                                                     
1.责任扩展：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经医院首次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且临床分型为重症或者危重
症的，我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的30%给付额外保险金，该额外保险金仅给付一次，且每一被保险人累计
给付最高不超过50万元，原有保险责任不变。                                                                                                                                                                                                         
2.责任扩展适用期限：被保险人首次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日期于2020年4月30日（含）之前。                                                                                                                                       
3.咨询电话：4008109339

9.《瑞泰悦程意外伤害保险》

说明：                                                                                                                    
1.责任扩展：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经医院首次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因此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
伤残的，我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身故或意外伤残保险金分别给付身故保险金或伤残保险金。                                                                                                    
2.责任扩展适用期限：被保险人首次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日期于2020年4月30日（含）之前。                                                                                                                                       
3.咨询电话：4008109339

三、金融服务便利

1.主动排查客户出险信息，多渠道获取确诊人员名单。对筛查确定是本公司客户出险，将主动联系提示客户办
理理赔，体现公司关怀精神。



2.在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瑞泰人寿”上，提供微信保全变更、理赔、续期等服务，方便客户在线进行各项保
单服务及理赔报案资料上传。

3.安排客户服务专线（400-810-9339）接受客户各项保单服务和理赔报案。同时简化电话受理保单服务流程，
更便捷地提供客户相关服务；理赔报案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客户报案，符合条件的优先快速
理赔。紧急理赔报案联系电话15712933922或15117933922。

4.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客户，无须提供保单即可申请理赔。

5.若客户被医院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司将安排专人对客户进行理赔指导服务。 

6.取消定点医院限制服务。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客户，需紧急救治的，以客户方便、快捷治疗为主，公
司不限定医院范围。

7.简化理赔手续，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残疾、重大疾病的客户，简化理赔申请资料。

四、优惠政策

1.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客户取消观察期，做到应赔尽赔。

2.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理赔，取消自费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医疗险免赔额的限制。

五、其他方面

设立特定重症关爱金：针对瑞泰人寿所有销售渠道在2020年1月29日之前已生效的个人或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不
含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的被保险人，若在保单有效期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且在2020年3月31日前
（含）前入住医院重症监护室，公司将一次性给付5万元重症关爱金，此关爱金不受等待期限制。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国华安心保百万医疗保障计划，该产品扩展责任：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无等待期和免赔额。（总公司下发）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健康服务：用户进入国华人寿官微-个人中心-国华悠健康，可对健康测评、智能预诊实现在线实时监测。

2.免费实时视频问诊服务：国华人寿合作伙伴——医加壹健康科技，为客户提供一键呼叫7×24小时视频医生服务，1分钟内响应。

三、其他方面

为湖北省一线抗疫医护工作者捐赠每人20万元保额的保险。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国华安心保百万医疗保障计划，该产品扩展责任：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无等待期和免赔额。（总公司下发）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健康服务：用户进入国华人寿官微-个人中心-国华悠健康，可对健康测评、智能预诊实现在线实时监测。

2.免费实时视频问诊服务：国华人寿合作伙伴——医加壹健康科技，为客户提供一键呼叫7×24小时视频医生服务，1分钟内响应。

三、其他方面

为湖北省一线抗疫医护工作者捐赠每人20万元保额的保险。



民生保险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关于加强重庆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渝银保监[2020]7号

2、《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疾病保险产品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责任的公告》

3、《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节后复工疫情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二、特色金融产品

1、民生康爱保，保险责任包含意外身故保险金和意外伤残保险金，保险金额20万，特别说明扩展因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导致的身故或伤残，咨询电话95596

三、金融服务便利

1、紧急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总分公司应急处置工作组，部署25家分公司做好疫情防控和用户理赔服务工
作；

2、开通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用户的报案；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596-9，微信
公众号“民生保险”

3、主动联系医保、医院方、代理人，根据患者名单排查用户，及时为用户提供理赔服务；

4、若用户被医院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司将安排专人对用户提供全程理赔指导服务；

5、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医院级别限制；

6、取消自付自费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

7、取消医疗险等待期限制；

8、取消医疗险免赔额限制；

9、简化理赔手续，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重大疾病、医疗的用户，简化理赔申请资料；

10、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所有出险的用户，无需保单即可申请理赔；

11、联合微医互联网总医院，为所有用户提供7*24小时全国义诊服务；

12、对在售的如意隽康等31款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进行扩展，新增新冠病毒肺炎条款；



13、对《民生i随行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责任进行扩展，一般身故保障因新冠病毒肺炎所致身故及伤残可进行赔
付。

14、推广“掌上民生”APP，实行电子签单（无需面访）；开启电话、微信视频契约调查；调整体检规则，体检
资料有效期延长至二年；对需要体检、契调的客户，可以延期至疫情结束后；

15、简化保全手续，推广线上保全服务，方便客户办理；疫情期间，保单挂失补发或换发免收工本费；疫情期
间，保单犹豫期延长至30天；受疫情影响而无法按时缴纳续期保费的保单，宽限期延长至90天。



民生保险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关于加强重庆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渝银保监[2020]7号

2、《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疾病保险产品扩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责任的公告》

3、《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节后复工疫情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二、特色金融产品

1、民生康爱保，保险责任包含意外身故保险金和意外伤残保险金，保险金额20万，特别说明扩展因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导致的身故或伤残，咨询电话95596

三、金融服务便利

1、紧急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总分公司应急处置工作组，部署25家分公司做好疫情防控和用户理赔服务工
作；

2、开通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用户的报案；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596-9，微信
公众号“民生保险”

3、主动联系医保、医院方、代理人，根据患者名单排查用户，及时为用户提供理赔服务；

4、若用户被医院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司将安排专人对用户提供全程理赔指导服务；

5、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医院级别限制；

6、取消自付自费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

7、取消医疗险等待期限制；

8、取消医疗险免赔额限制；

9、简化理赔手续，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重大疾病、医疗的用户，简化理赔申请资料；

10、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所有出险的用户，无需保单即可申请理赔；

11、联合微医互联网总医院，为所有用户提供7*24小时全国义诊服务；

12、对在售的如意隽康等31款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进行扩展，新增新冠病毒肺炎条款；



13、对《民生i随行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责任进行扩展，一般身故保障因新冠病毒肺炎所致身故及伤残可进行赔
付。

14、推广“掌上民生”APP，实行电子签单（无需面访）；开启电话、微信视频契约调查；调整体检规则，体检
资料有效期延长至二年；对需要体检、契调的客户，可以延期至疫情结束后；

15、简化保全手续，推广线上保全服务，方便客户办理；疫情期间，保单挂失补发或换发免收工本费；疫情期
间，保单犹豫期延长至30天；受疫情影响而无法按时缴纳续期保费的保单，宽限期延长至90天。



泰康养老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爱心保”团体版产品计划公告（地址：http://tkyl.pension.taikang.com/cms/static/dllm/gsxw/2398.html）

”爱心保”团体版产品计划公告 
2020-01-31 
为积极响应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相关要求，服务民生，为广大企业员工及家属提供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保险保障，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2020
年1月推出“爱心保”团体版产品计划（以下简称“该产品计划”）。该产品计划是将我公司在售产品”泰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扩展至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及伤残责任，每一位被保险人的扩展责任的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以100万为上限。该产品计划由企
业为员工及家属投保，为企业员工及家属提供因意外和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和伤残的保险保障。 
另外，之前购买了“泰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企业团体及其员工和家属，自公告之日起，其保障责任参照该产品计划进行扩展，且每一位被保险人的扩展责任的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以100万为上限。扩展责任的理赔标准与该产品计划保持一致。 
特此公告。 
2020年1月30日 

2.关于“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1款产品扩展新冠责任的公告（地址：http://tkyl.pension.taikang.com/cms/static/dllm/gsxw/2402.html）
尊敬的客户， 
为积极响应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相关要求，服务民生，提供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保险保障，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
病保险”等附表中21款产品责任进行扩展，具体如下： 
一、责任扩展说明 
1.对于附表中第1-18款产品，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若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详见释义）的，我公司按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单责任不变，继续有效。 
2.对于附表中第19-20款产品，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若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详见释义）的，我公司按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增加重疾医疗保险金的赔付限额，并在上述额外增加的赔付限额
内承担被保险人医疗费用支出报销责任，原保单责任不变，继续有效。 
3.对于附表中第21款产品，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若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详见释义）的，我公司承担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保险责任。 
二、责任扩展有效期 
2020年4月30日（含）之前，且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可享受上述保险责任扩展权益。 
三、特殊说明 
1.在合同生效日前，被保险人已经确认感染或者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我公司不承担新型冠状病毒扩展责任。 
2.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扩展责任的，无等待期。 
3.对清单所列示产品不因保险责任扩展而上浮费率，且对保险责任扩展前后的新老客户实行统一的理赔标准。 
4.对于团险产品，上述合同生效及合同生效日指我公司对每个被保险人承担责任的起始日期，上述保险合同指团单下每个被保险人的个人保险凭证。上述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按照每个被保险人的个人保险凭证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确定。 
四、释义 
1.医院：经国家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2.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是指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2019-nCoV），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需由国家卫生行政机关指定的医院或者国家正式卫生检疫机构确诊。 
二、特色金融产品

1、爱心保团体版：
保险责任：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伤害或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导致的身故和残疾，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或伤残保险金。每份保额20万元，100元/份，每位被保险人最高投保5份，未成年人最多投保1份。
保险期间：1年。
参保人员：8-70周岁，1-4类职业。符合条件的团体成员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均可参保。
特别说明：投保前已经经医院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的，不属于保障范围。
咨询电话：18623578982李宗桥



2、关爱保团体版：
保险责任：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伤害或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导致的身故和残疾，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或伤残保险金。保额20万元。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伤害或因感染新冠病毒肺炎需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保险公司按100元/天给付住院津贴。（无免赔天
数，同次住院最高90天）。28元/份，每位被保险人限投1份。
保险期间：90天。
参保人员：8-70周岁，1-4类职业。符合条件的团体成员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均可参保。
特别说明：投保前已经经医院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的，不属于保障范围。
咨询电话：18623578982李宗桥

三、金融服务便利

1、产品责任自动免费升级服务：2020年4月30日前（含）持有重疾险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公司按基础保额3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单责任不变，继续有效。

2、取消观察期：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取消条款约定观察期。

3、取消免赔额：针对新冠肺炎引起的医疗责任，取消免赔额以及医保自费用药限制。

4、取消医院限制：针对新冠肺炎引起的重疾、医疗或者身故责任，取消条款中关于定点医院或医院级别的限制。

5、报案绿色通道：开通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客户的报案。

6、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针对所有出险的被保险人，无需出具保单即可申请理赔。

7、简化理赔手续：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重大疾病、医疗的被保险人，简化理赔申请所需的资料。疫情期间小于1000元以下医疗案件无需现场办理理赔，可直接经手机官方app或者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自助理赔申请。

8.方便快捷的线上服务：疫情期间团体保全与个人保全均可在网络服务平台或者官方微信自助进行变更申请，无需现场办理。严格执行无接触理赔服务，开通24小时报案咨询专线，通过电话、微信等多渠道全方位开展理赔服务，同时对于必须提供纸质档案进行理赔申请的，特设专用邮寄快递等
通道进行资料的交接和流转。

四、优惠政策

1、保单犹豫期在2020年1月20日至2月29日之间的保单，犹豫期退保放宽至3月31日，即保单犹豫期最后一天在1月20日至2月29日之间的保单，最晚可于3月31日前申请犹豫期退保，分公司将退回全部保费。在此期间申请的犹撤，可致电4006695522或者微信至客户经理备案，相关保全资料延后收
取。

2、保单宽限期最后一天在2020年1月20日至2月29日之间的保单，宽限期放宽至 2020年3月31日，即保单在1月21日至3月1日失效的保单，且客户在2020年3月31日前申请复效的，分公司将通融特殊复效，无需填写健康告知，无需核保，不重新计观察期，客户在延长宽限期内出险的，正常理赔。

3、为最大程度确保客户知悉保单权益，暂定1月20日起至2月29日期间承保且生效的保单，以回访成功日期作为客户犹豫期起算日。



泰康养老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已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相关文件

1.“爱心保”团体版产品计划公告（地址：http://tkyl.pension.taikang.com/cms/static/dllm/gsxw/2398.html）

”爱心保”团体版产品计划公告 
2020-01-31 
为积极响应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相关要求，服务民生，为广大企业员工及家属提供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保险保障，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2020
年1月推出“爱心保”团体版产品计划（以下简称“该产品计划”）。该产品计划是将我公司在售产品”泰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扩展至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及伤残责任，每一位被保险人的扩展责任的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以100万为上限。该产品计划由企
业为员工及家属投保，为企业员工及家属提供因意外和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和伤残的保险保障。 
另外，之前购买了“泰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企业团体及其员工和家属，自公告之日起，其保障责任参照该产品计划进行扩展，且每一位被保险人的扩展责任的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以100万为上限。扩展责任的理赔标准与该产品计划保持一致。 
特此公告。 
2020年1月30日 

2.关于“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1款产品扩展新冠责任的公告（地址：http://tkyl.pension.taikang.com/cms/static/dllm/gsxw/2402.html）
尊敬的客户， 
为积极响应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相关要求，服务民生，提供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保险保障，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泰康健康有约终身重大疾
病保险”等附表中21款产品责任进行扩展，具体如下： 
一、责任扩展说明 
1.对于附表中第1-18款产品，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若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详见释义）的，我公司按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单责任不变，继续有效。 
2.对于附表中第19-20款产品，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若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详见释义）的，我公司按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增加重疾医疗保险金的赔付限额，并在上述额外增加的赔付限额
内承担被保险人医疗费用支出报销责任，原保单责任不变，继续有效。 
3.对于附表中第21款产品，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若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详见释义）的，我公司承担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保险责任。 
二、责任扩展有效期 
2020年4月30日（含）之前，且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可享受上述保险责任扩展权益。 
三、特殊说明 
1.在合同生效日前，被保险人已经确认感染或者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我公司不承担新型冠状病毒扩展责任。 
2.合同生效后且保险责任扩展有效期结束之前，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扩展责任的，无等待期。 
3.对清单所列示产品不因保险责任扩展而上浮费率，且对保险责任扩展前后的新老客户实行统一的理赔标准。 
4.对于团险产品，上述合同生效及合同生效日指我公司对每个被保险人承担责任的起始日期，上述保险合同指团单下每个被保险人的个人保险凭证。上述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按照每个被保险人的个人保险凭证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确定。 
四、释义 
1.医院：经国家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2.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是指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2019-nCoV），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需由国家卫生行政机关指定的医院或者国家正式卫生检疫机构确诊。 
二、特色金融产品

1、爱心保团体版：
保险责任：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伤害或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导致的身故和残疾，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或伤残保险金。每份保额20万元，100元/份，每位被保险人最高投保5份，未成年人最多投保1份。
保险期间：1年。
参保人员：8-70周岁，1-4类职业。符合条件的团体成员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均可参保。
特别说明：投保前已经经医院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的，不属于保障范围。
咨询电话：18623578982李宗桥



2、关爱保团体版：
保险责任：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伤害或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导致的身故和残疾，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或伤残保险金。保额20万元。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伤害或因感染新冠病毒肺炎需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保险公司按100元/天给付住院津贴。（无免赔天
数，同次住院最高90天）。28元/份，每位被保险人限投1份。
保险期间：90天。
参保人员：8-70周岁，1-4类职业。符合条件的团体成员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均可参保。
特别说明：投保前已经经医院确诊或疑似新冠病毒的，不属于保障范围。
咨询电话：18623578982李宗桥

三、金融服务便利

1、产品责任自动免费升级服务：2020年4月30日前（含）持有重疾险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经医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公司按基础保额3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单责任不变，继续有效。

2、取消观察期：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取消条款约定观察期。

3、取消免赔额：针对新冠肺炎引起的医疗责任，取消免赔额以及医保自费用药限制。

4、取消医院限制：针对新冠肺炎引起的重疾、医疗或者身故责任，取消条款中关于定点医院或医院级别的限制。

5、报案绿色通道：开通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客户的报案。

6、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针对所有出险的被保险人，无需出具保单即可申请理赔。

7、简化理赔手续：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重大疾病、医疗的被保险人，简化理赔申请所需的资料。疫情期间小于1000元以下医疗案件无需现场办理理赔，可直接经手机官方app或者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自助理赔申请。

8.方便快捷的线上服务：疫情期间团体保全与个人保全均可在网络服务平台或者官方微信自助进行变更申请，无需现场办理。严格执行无接触理赔服务，开通24小时报案咨询专线，通过电话、微信等多渠道全方位开展理赔服务，同时对于必须提供纸质档案进行理赔申请的，特设专用邮寄快递等
通道进行资料的交接和流转。

四、优惠政策

1、保单犹豫期在2020年1月20日至2月29日之间的保单，犹豫期退保放宽至3月31日，即保单犹豫期最后一天在1月20日至2月29日之间的保单，最晚可于3月31日前申请犹豫期退保，分公司将退回全部保费。在此期间申请的犹撤，可致电4006695522或者微信至客户经理备案，相关保全资料延后收
取。

2、保单宽限期最后一天在2020年1月20日至2月29日之间的保单，宽限期放宽至 2020年3月31日，即保单在1月21日至3月1日失效的保单，且客户在2020年3月31日前申请复效的，分公司将通融特殊复效，无需填写健康告知，无需核保，不重新计观察期，客户在延长宽限期内出险的，正常理赔。

3、为最大程度确保客户知悉保单权益，暂定1月20日起至2月29日期间承保且生效的保单，以回访成功日期作为客户犹豫期起算日。



中邮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中邮保险对中邮年年好邮保安康C款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进行了保险责任范围扩展，将新冠肺炎纳入重大疾病赔付
范围。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辟保险理赔绿色通道。贯彻执行总部七项理赔快速应急措施，在分公司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新冠病毒肺炎专
项理赔通道，24小时专人关注理赔报案，确保客户足不出户即可赔款到账。对新冠肺炎理赔案件，按总部相关
要求放宽保险责任和理赔标准，特事特办，优先办理、优先给付。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理赔服务工作，坚决杜
绝因理赔服务引发的舆情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2.强化电子渠道服务保障。制作运营线上服务指南，帮扶引导客户通过线上办理承保、保全、理赔业务，通过
应用微信身份识别功能，办理手机银行在线退保；深入推广应用HIS医疗数据的智能理赔服务，提高理赔时效。
通过手机银行出单、电子保单下载等功能，为客户提供便捷的线上化服务，全力推进运营线上化进程，科技赋
能得到进一步增强。

3.强化协同，加强渠道融合。深入推行首问处理责任制和异议处理“2小时工作制”，增强跨部门、跨机构、跨
渠道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4.落实总公司“非接触式线下保全业务”要求。针对疫情管制地区，客户急需办理柜面保全业务的，按照“非
接触式线下保全”业务流程处理。



中邮保险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中邮保险对中邮年年好邮保安康C款重大疾病保险产品进行了保险责任范围扩展，将新冠肺炎纳入重大疾病赔付
范围。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辟保险理赔绿色通道。贯彻执行总部七项理赔快速应急措施，在分公司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新冠病毒肺炎专
项理赔通道，24小时专人关注理赔报案，确保客户足不出户即可赔款到账。对新冠肺炎理赔案件，按总部相关
要求放宽保险责任和理赔标准，特事特办，优先办理、优先给付。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理赔服务工作，坚决杜
绝因理赔服务引发的舆情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2.强化电子渠道服务保障。制作运营线上服务指南，帮扶引导客户通过线上办理承保、保全、理赔业务，通过
应用微信身份识别功能，办理手机银行在线退保；深入推广应用HIS医疗数据的智能理赔服务，提高理赔时效。
通过手机银行出单、电子保单下载等功能，为客户提供便捷的线上化服务，全力推进运营线上化进程，科技赋
能得到进一步增强。

3.强化协同，加强渠道融合。深入推行首问处理责任制和异议处理“2小时工作制”，增强跨部门、跨机构、跨
渠道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4.落实总公司“非接触式线下保全业务”要求。针对疫情管制地区，客户急需办理柜面保全业务的，按照“非
接触式线下保全”业务流程处理。



建信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 产品名称：建信“守护保”；保障责任：（一）意外身故与残疾保障：保障对象在保障期间内，因发生一般意外事
故造成身故的，按约定的保险金额进行保险金给付。保障对象在保障期间内因发生一般意外事故造成残疾的，建信人
寿按以下公式确定给付保险金：保险金=保险金额×残疾等级相应的赔付比例；（二）因感染新冠肺炎导致身故或残疾
保障：适用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和残疾保险金赔付；（三）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的住院补贴：保障对象在保障期
间内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的，住院期间，按保险金额给付医疗补助金。特别说明：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指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具体诊断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下发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相关标准，如有更新，以更新后的标准为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需
由国家卫生行政机关指定的医院或者国家正式的卫生医疗机构确诊。2.在保单生效之前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型冠病毒肺
炎的，因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接触史而处于医学隔离或观察中的，不属于扩展责任内，即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
故或全残。3.本方案不包括湖北地区。4.其他按现有核保规则执行。5.本方案不得追溯生效日期。咨询电话：王琦  
18996691122

二、金融服务便利

一、7*24小时线上服务
开通咨询及报案绿色通道，建信人寿全国服务热线95331由专人负责24小时解答相关问题、理赔疑问，受理理赔报案。
二、主动排查客户出险情况 
通过正规渠道主动排查确诊客户，一经发现及时联系客户确认，第一时间为客户送上贴心关怀。
三、电子化理赔服务
客户可关注建信人寿公众号自助办理理赔申请，无需提供纸质理赔申请材料。
四、取消医院等级限制
客户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或疑似症状就诊理赔的，取消治疗医院等级限制。
五、取消等待期限制
对于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取消等待期限制。
六、取消免赔额限制
对于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取消免赔额限制。
七、扩大医疗费用赔付范围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取消自付自费药品及诊疗目录限制。
八、简化理赔手续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最大限度简化理赔申请资料。
九、实行先赔快赔
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索赔的客户，从快从宽予以赔付，存在保险责任无法确定的，根据已有资料对属于保险责任的部
分予以先行赔付。经确认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当日完成理赔审核和支付。
十、足不出户在线服务
“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平台为客户提供在线理赔、在线保全、悦享健康等全方位服务，客户可足不出户，轻松在家
完成保单查询、在线问诊、在线理赔、保单贷款、满期给付等业务。



建信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 产品名称：建信“守护保”；保障责任：（一）意外身故与残疾保障：保障对象在保障期间内，因发生一般意外事
故造成身故的，按约定的保险金额进行保险金给付。保障对象在保障期间内因发生一般意外事故造成残疾的，建信人
寿按以下公式确定给付保险金：保险金=保险金额×残疾等级相应的赔付比例；（二）因感染新冠肺炎导致身故或残疾
保障：适用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和残疾保险金赔付；（三）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的住院补贴：保障对象在保障期
间内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的，住院期间，按保险金额给付医疗补助金。特别说明：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指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具体诊断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下发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相关标准，如有更新，以更新后的标准为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需
由国家卫生行政机关指定的医院或者国家正式的卫生医疗机构确诊。2.在保单生效之前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型冠病毒肺
炎的，因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接触史而处于医学隔离或观察中的，不属于扩展责任内，即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
故或全残。3.本方案不包括湖北地区。4.其他按现有核保规则执行。5.本方案不得追溯生效日期。咨询电话：王琦  
18996691122

二、金融服务便利

一、7*24小时线上服务
开通咨询及报案绿色通道，建信人寿全国服务热线95331由专人负责24小时解答相关问题、理赔疑问，受理理赔报案。
二、主动排查客户出险情况 
通过正规渠道主动排查确诊客户，一经发现及时联系客户确认，第一时间为客户送上贴心关怀。
三、电子化理赔服务
客户可关注建信人寿公众号自助办理理赔申请，无需提供纸质理赔申请材料。
四、取消医院等级限制
客户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或疑似症状就诊理赔的，取消治疗医院等级限制。
五、取消等待期限制
对于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取消等待期限制。
六、取消免赔额限制
对于因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取消免赔额限制。
七、扩大医疗费用赔付范围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取消自付自费药品及诊疗目录限制。
八、简化理赔手续
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理赔的客户，最大限度简化理赔申请资料。
九、实行先赔快赔
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索赔的客户，从快从宽予以赔付，存在保险责任无法确定的，根据已有资料对属于保险责任的部
分予以先行赔付。经确认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当日完成理赔审核和支付。
十、足不出户在线服务
“建信人寿”微信公众号平台为客户提供在线理赔、在线保全、悦享健康等全方位服务，客户可足不出户，轻松在家
完成保单查询、在线问诊、在线理赔、保单贷款、满期给付等业务。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扩展产品责任：为提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保障，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对以下产品清单范围内的保险产品进行保险责任扩展，扩展至对保险
合同生效日之前未确诊且非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指2019-nCoV，下同）的被保险人提供以下保障：

序号 产品名称 扩展责任内容

1 招商信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

被保险人因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且因此导
致身故、全残或伤残的，视同因意外伤害导致
的身故、全残或伤残，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
相应保险责任。
该保险责任扩展部分的保险金最高赔付金额以
30万元为限。
2020年4月30日及之前生效的《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A款》保单，其被保险人只要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并因此导致身故或伤残，可视同意外身故
或伤残，获得相应保险金。此项扩展责任赔付
限额，2020年2月14日及之前生效的保单仍以30
万为限，之后生效的保单以60万为限。

2 招商信诺心意保一年期意外伤害保险

3 招商信诺五年身故及残疾意外伤害保险

4 招商信诺顺意宝意外伤害保险

5 招商信诺顺心天天意外伤害保险

6 招商信诺五年身故及残疾意外伤害保险B款

7 招商信诺身故及残疾意外伤害保险Ⅰ型

8 招商信诺增值身故及残疾意外伤害保险

9 招商信诺身故及残疾意外伤害保险

10 招商信诺畅顺意外身故定期寿险

11 招商信诺畅顺五年意外身故定期寿险

12 招商信诺附加意外伤害保险

13 招商信诺附加百万守护意外伤害保险B款

14 招商信诺附加百万守护意外伤害保险

15 招商信诺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

16 招商信诺附加增值意外伤害保险B款

17 招商信诺附加增值意外伤害保险

18 招商信诺附加信运相伴意外伤害保险

19 招商信诺附加信运无忧第二代意外伤害保险

20 招商信诺附加五年身故每月伙食补贴意外伤害保险

21 招商信诺附加五年残疾意外伤害保险B款

22 招商信诺附加五年残疾意外伤害保险

23 招商信诺附加十五年期惠利长期意外伤害保险

24 招商信诺附加身故每月住房补贴意外伤害保险Ⅰ型

25 招商信诺附加身故及残疾意外伤害保险Ⅰ型

26 招商信诺附加豁免保险费长期意外伤害保险

27 招商信诺附加增值身故每月伙食补贴意外伤害保险

28 招商信诺附加增值残疾意外伤害保险

29 招商信诺附加消费安心意外伤害保险

30 招商信诺附加身故每月住房补贴意外伤害保险

31 招商信诺附加身故每月伙食补贴意外伤害保险

32 招商信诺附加残疾意外伤害保险

33 招商信诺附加意外身故及全残定期寿险

34 招商信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
被保险人因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
致身故的，适用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因此导

致伤残的，适用意外伤残保险金责任。



公司咨询电话：95362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服务热线：我公司从1月23日至今开通7*24小时应急理赔报案电话，2月10日恢复95362热线电话人工服务，会员中心为客户提供自助业务办理，通过自助
、在线人工服务、紧急报案电话绿色通道的组合服务方式，为受疫情影响的客户提供不间断服务和帮助。

2.理赔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招商信诺人寿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并肩战“疫”。目前，我公司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八大产品与服务举措具体包括：
(1)24小时受理客户报案。客户可通过全国统一客服电话中心95362、招商信诺官网：http://www.cignacmb.com/ 、“完美人生”APP及手机电话等多种途
径进行报案。
紧急报案电话：
08:30-20:00，95362
20:00-次日8:30, 180 3305 3195, 186 6537 1363
高端医疗险24小时热线：
团体客户：400 820 0955（境内拨打）+86-21-6086 3108（境外拨打）
个险客户：400 820 7553（境内拨打）+86-21-6086 3160（境外拨打）
(2)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启动理赔应急处理机制，总分公司联动成立专项小组，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相关的理赔业务，快速优先处理相关理赔案件。
(3)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因新冠肺炎导致的治疗，取消条款约定的医院限制，方便客户及时就医。
(4)取消等待期、免赔额限制。因新冠肺炎导致的相关责任医疗，取消条款约定的等待期及免赔额限制，尽我们可能去帮助客户共同面对疫情。
(5)提前预付理赔款项。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需住院治疗或住院隔离的客户及时报案后，符合预付条件的可预付理赔款，减轻客户经济负担。
(6)简化理赔手续，少让客户奔波，安心休养。（1）线上申请理赔可免提交纸质申请资料；（2）因新冠病毒感染申请医疗险理赔，仅需提供身份证明、银
行账号及简化的医学资料。
(7)自助办理保全、理赔业务。我们携手共同防控疫情，减少外出感染机会，推荐您尽量使用线上自助服务。办理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咨询在线客服或
95362。
(8)扩展保险产品的责任范围。为符合条件的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意外伤害保险保障。

3.保全方面：对春节期间宽限期到期的电销渠道保单，宽限期延长至政府规定的复工后三天。

三、其他方面

为践行企业责任，展现企业担当，我公司开展了向在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地医护人员提供“招商信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保险捐赠相关工作。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扩展产品责任：为提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保障，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对以下产品清单范围内的保险产品进行保险责任扩展，扩展至对保险
合同生效日之前未确诊且非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指2019-nCoV，下同）的被保险人提供以下保障：

扩展责任内容 扩展责任时间

被保险人因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且因此导
致身故、全残或伤残的，视同因意外伤害导致
的身故、全残或伤残，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
相应保险责任。
该保险责任扩展部分的保险金最高赔付金额以
30万元为限。
2020年4月30日及之前生效的《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A款》保单，其被保险人只要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并因此导致身故或伤残，可视同意外身故
或伤残，获得相应保险金。此项扩展责任赔付
限额，2020年2月14日及之前生效的保单仍以30
万为限，之后生效的保单以60万为限。

至2020年4月30日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2/6)起生效，且效力
溯及已生效的保险合同。

被保险人因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并因此导
致身故的，适用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因此导

致伤残的，适用意外伤残保险金责任。

*此公告自公布之日(2/4)起生效，且效力
溯及已生效保险合同。



公司咨询电话：95362

二、金融服务便利

1.服务热线：我公司从1月23日至今开通7*24小时应急理赔报案电话，2月10日恢复95362热线电话人工服务，会员中心为客户提供自助业务办理，通过自助
、在线人工服务、紧急报案电话绿色通道的组合服务方式，为受疫情影响的客户提供不间断服务和帮助。

2.理赔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招商信诺人寿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并肩战“疫”。目前，我公司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八大产品与服务举措具体包括：
(1)24小时受理客户报案。客户可通过全国统一客服电话中心95362、招商信诺官网：http://www.cignacmb.com/ 、“完美人生”APP及手机电话等多种途
径进行报案。
紧急报案电话：
08:30-20:00，95362
20:00-次日8:30, 180 3305 3195, 186 6537 1363
高端医疗险24小时热线：
团体客户：400 820 0955（境内拨打）+86-21-6086 3108（境外拨打）
个险客户：400 820 7553（境内拨打）+86-21-6086 3160（境外拨打）
(2)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启动理赔应急处理机制，总分公司联动成立专项小组，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相关的理赔业务，快速优先处理相关理赔案件。
(3)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因新冠肺炎导致的治疗，取消条款约定的医院限制，方便客户及时就医。
(4)取消等待期、免赔额限制。因新冠肺炎导致的相关责任医疗，取消条款约定的等待期及免赔额限制，尽我们可能去帮助客户共同面对疫情。
(5)提前预付理赔款项。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需住院治疗或住院隔离的客户及时报案后，符合预付条件的可预付理赔款，减轻客户经济负担。
(6)简化理赔手续，少让客户奔波，安心休养。（1）线上申请理赔可免提交纸质申请资料；（2）因新冠病毒感染申请医疗险理赔，仅需提供身份证明、银
行账号及简化的医学资料。
(7)自助办理保全、理赔业务。我们携手共同防控疫情，减少外出感染机会，推荐您尽量使用线上自助服务。办理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咨询在线客服或
95362。
(8)扩展保险产品的责任范围。为符合条件的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意外伤害保险保障。

3.保全方面：对春节期间宽限期到期的电销渠道保单，宽限期延长至政府规定的复工后三天。

三、其他方面

为践行企业责任，展现企业担当，我公司开展了向在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地医护人员提供“招商信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保险捐赠相关工作。



百年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金融服务便利

百年人寿自开业伊始，持续坚持“悦客户以服务”的企业使命，不断突破自我，从投保、回访、保全、理赔，高效、
有温度的服务贯穿保单的前世今生，持续陪伴客户一生。
1.“时空胶囊*爱的手书”：系百年人寿在业内首创，为客户提供一个保存记忆的空间，将客户写给家人的“爱”的书
信保留至未来，传递给客户家人，将客户对家人之爱得以延续。
2.“电子通知书”：通过保险代理人展业APP及客户个人微信的自助终端，利用移动端与核心系统的实时交互，配合使
用电子签名技术和影像采集技术，即可完成通知书函件的在线回复，解决非标准件的在线处理问题。
3.“智能核保”：颠覆传统核保思路与核保方法，将疾病核保规则化、自动化、去人工化，提升整体效能。
4.“线上投保”：7X24小时在线投保，通过OCR智能识别，电子签名，远程转发，影像采集，实时收费，让客户在家安
全速享保险保障。
5.“在线问诊”：客户可通过公众号“百年人寿一保单”进行在线问诊界面，为客户提供具有专业医学背景的全科医
生进行线上一对一交流。
6.“在线咨询”：客户可通过公众号“百年人寿一保单”对业务进行咨询，“百小答”智能客服或人工在线客服会第
一时间提供帮助。

二、优惠政策

针对疫情出险积极主动实施总公司三减免（客户办理理赔时，免填写理赔申请书。对于保险合同遗失、毁损的情形，
公司予以补发，免收工本费。领取保险金时，可以免交账户复印件或根据客户意愿，提供多元化领款方式。）、五取
消（取消自费药品限制；取消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等待期；取消免赔额）等方便客户理赔的措施
减少接触，防控疫情。



百年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金融服务便利

百年人寿自开业伊始，持续坚持“悦客户以服务”的企业使命，不断突破自我，从投保、回访、保全、理赔，高效、
有温度的服务贯穿保单的前世今生，持续陪伴客户一生。
1.“时空胶囊*爱的手书”：系百年人寿在业内首创，为客户提供一个保存记忆的空间，将客户写给家人的“爱”的书
信保留至未来，传递给客户家人，将客户对家人之爱得以延续。
2.“电子通知书”：通过保险代理人展业APP及客户个人微信的自助终端，利用移动端与核心系统的实时交互，配合使
用电子签名技术和影像采集技术，即可完成通知书函件的在线回复，解决非标准件的在线处理问题。
3.“智能核保”：颠覆传统核保思路与核保方法，将疾病核保规则化、自动化、去人工化，提升整体效能。
4.“线上投保”：7X24小时在线投保，通过OCR智能识别，电子签名，远程转发，影像采集，实时收费，让客户在家安
全速享保险保障。
5.“在线问诊”：客户可通过公众号“百年人寿一保单”进行在线问诊界面，为客户提供具有专业医学背景的全科医
生进行线上一对一交流。
6.“在线咨询”：客户可通过公众号“百年人寿一保单”对业务进行咨询，“百小答”智能客服或人工在线客服会第
一时间提供帮助。

二、优惠政策

针对疫情出险积极主动实施总公司三减免（客户办理理赔时，免填写理赔申请书。对于保险合同遗失、毁损的情形，
公司予以补发，免收工本费。领取保险金时，可以免交账户复印件或根据客户意愿，提供多元化领款方式。）、五取
消（取消自费药品限制；取消诊疗项目限制；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等待期；取消免赔额）等方便客户理赔的措施
减少接触，防控疫情。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产品名称：“医随行”意外伤害保险。
产品说明：主要针对机场、广电等复工单位赠送；保障内容：意外身故/残疾+扩展新冠身故责任；保险金额：10万，保障期限：
6个月；保障范围：60天-60周岁。
咨询电话：023-60334287。

2.产品名称： “太平守护神”员工福利套餐。
产品说明：企业投保；保障内容：意外身故/残疾（扩展新冠身故/残疾，10万保额）+新冠住院津贴（50元/天，累计180天）；
保障期限：1年；保障范围：16-60周岁,保费：85元/人；可扩展意外医疗（扩展新冠医疗，5万），80元/人。
咨询电话：023-60334287。

3.产品名称：“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1款产品保险责任扩展
（1）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C款)
（3）太平盛世吉祥康健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4）太平附加盛世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5）太平盛世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18)
（6）太平盛世团体重大疾病保险B款(2018)
（7）太平盛世重大疾病保险(2018)
（8）太平盛世团体关爱尊长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9）太平盛世团体和美孝馨防护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10）太平盛世男女性特定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11）太平盛世吉祥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2）太平盛世吉祥一生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3）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C款)
（14）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D款)
（15）太平盛世悦享健康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8款)
（16）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8款)
（17）太平盛世至尊致享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8款)
（18）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9款)
（19）太平共享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A款
（20）太平共享盛世终身重大疾病保险A款
（21）太平附加共享盛世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
产品说明：
（1）对于附表中第1-20款产品，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且临床分型为重
型或危重型的(详见本公告释义)，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或有效保险金额的3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任不
変，继续有效。
（2）对于附表中第21款产品，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的
(详见本公告释义)，本公司承担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保险责任。
（3）扩展责任适用产品具体详见附件《扩展责任适用产品列表》。
（4）自保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24时止，且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可享受上述保险责任扩展权益
。
咨询电话：9558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1）对于新冠的确诊和疑似被保险人理赔时无需提供保单、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
取消免赔额限制、取消赔付比例限制。
（2）疫情期间慢性病被保险人开放一级医院、社区地段医院、药房购药。

2.确保基础金融服务
（1）开通400-818-5050电话医生服务，为我司客户24小时提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疾病预防、就医指导、医疗咨询等健康咨询
服务。
（2）新契约和保全简化资料和手续。客户因未复工等确实无法正常提交的，对客户投保资料（含续保、新保）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客户将投保资料拍照或影像邮件交公司。客户未复工无法加盖印章，可由单位经办人员签字或邮件说明。保全加大推广微
信及APP线上自助、网厅线上自助或申请、授权邮箱申请。
（3）养老金方面第一时间发布《养老金服务指南》，企业年金及团体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客户可足不出门通过太平通APP、太平养
老网上营业厅（http://tppension.cntaiping.com/tppservice/index)、太平养老官方微信等在线方式实现在线查询和业务申请
。无论企业客户、个人客户可随时拨打95589客户服务热线或通过电话、微信、邮箱联系您的客户经理及服务团队获得服务支持
。不管是年金领取和转移、还是待遇支付申请办理，都可及时高效办理；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客户可通过各代销机构官方APP
或网络平台进行线上交易及业务办理。

三、优惠政策

1.“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1款产品扩展新冠肺炎保险责任。

2.下发《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致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小企业客户的一封信》，针对我司中小客户免费扩展新冠肺炎导致的
身故或全残保险责任，每人保额人民币10万元，每企业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扩展责任有效期为企业复工之日起至
2020年4月30日。有效的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

四、其他方面

1.“太平通”APP发布疫情防控相关文件，为消费者普及疫情相关预防知识，减少传染风险，同时避免恐慌。
2.免费赠送保险，助力复工复产，总保额超8000万元。对重庆地区部分企业复工复产人员每人赠送10万人民币保额的保险保障，
包含伤残、身故责任.保障人数801人，保单件数801件，总保额8010万元。
3.“共克时艰，温暖相伴”，爱心捐款近2万元。2月初，在重庆市金融管理局、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带领下，积极响应重庆市慈
善总会、重庆市红十字会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募捐倡议，组织开展了爱心捐款活动，累计捐款7861元，全额汇
至重庆市慈善总会指定账户。2月25日，中国太平集团机关党委、集团工会、集团团委积极响应集团党委号召，联合发出疫情捐
款倡议，太平养老系统总、分公司积极响应，分公司再次响应第一时间献出了爱心，共计捐款12090元。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产品名称：“医随行”意外伤害保险。
产品说明：主要针对机场、广电等复工单位赠送；保障内容：意外身故/残疾+扩展新冠身故责任；保险金额：10万，保障期限：
6个月；保障范围：60天-60周岁。
咨询电话：023-60334287。

2.产品名称： “太平守护神”员工福利套餐。
产品说明：企业投保；保障内容：意外身故/残疾（扩展新冠身故/残疾，10万保额）+新冠住院津贴（50元/天，累计180天）；
保障期限：1年；保障范围：16-60周岁,保费：85元/人；可扩展意外医疗（扩展新冠医疗，5万），80元/人。
咨询电话：023-60334287。

3.产品名称：“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1款产品保险责任扩展
（1）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2）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C款)
（3）太平盛世吉祥康健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4）太平附加盛世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5）太平盛世团体重大疾病保险(2018)
（6）太平盛世团体重大疾病保险B款(2018)
（7）太平盛世重大疾病保险(2018)
（8）太平盛世团体关爱尊长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9）太平盛世团体和美孝馨防护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10）太平盛世男女性特定恶性肿瘤疾病保险
（11）太平盛世吉祥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2）太平盛世吉祥一生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3）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C款)
（14）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D款)
（15）太平盛世悦享健康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8款)
（16）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8款)
（17）太平盛世至尊致享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8款)
（18）太平盛世至尊致享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2019款)
（19）太平共享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A款
（20）太平共享盛世终身重大疾病保险A款
（21）太平附加共享盛世豁免保费重大疾病保险
产品说明：
（1）对于附表中第1-20款产品，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且临床分型为重
型或危重型的(详见本公告释义)，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30%或有效保险金额的30%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责任不
変，继续有效。
（2）对于附表中第21款产品，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确诊首次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且临床分型为重型或危重型的
(详见本公告释义)，本公司承担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保险责任。
（3）扩展责任适用产品具体详见附件《扩展责任适用产品列表》。
（4）自保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24时止，且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可享受上述保险责任扩展权益
。
咨询电话：95589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1）对于新冠的确诊和疑似被保险人理赔时无需提供保单、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取消药品及诊疗项目限制、取消等待期限制、
取消免赔额限制、取消赔付比例限制。
（2）疫情期间慢性病被保险人开放一级医院、社区地段医院、药房购药。

2.确保基础金融服务
（1）开通400-818-5050电话医生服务，为我司客户24小时提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疾病预防、就医指导、医疗咨询等健康咨询
服务。
（2）新契约和保全简化资料和手续。客户因未复工等确实无法正常提交的，对客户投保资料（含续保、新保）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客户将投保资料拍照或影像邮件交公司。客户未复工无法加盖印章，可由单位经办人员签字或邮件说明。保全加大推广微
信及APP线上自助、网厅线上自助或申请、授权邮箱申请。
（3）养老金方面第一时间发布《养老金服务指南》，企业年金及团体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客户可足不出门通过太平通APP、太平养
老网上营业厅（http://tppension.cntaiping.com/tppservice/index)、太平养老官方微信等在线方式实现在线查询和业务申请
。无论企业客户、个人客户可随时拨打95589客户服务热线或通过电话、微信、邮箱联系您的客户经理及服务团队获得服务支持
。不管是年金领取和转移、还是待遇支付申请办理，都可及时高效办理；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客户可通过各代销机构官方APP
或网络平台进行线上交易及业务办理。

三、优惠政策

1.“太平盛世团体终身重大疾病保险”等21款产品扩展新冠肺炎保险责任。

2.下发《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致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小企业客户的一封信》，针对我司中小客户免费扩展新冠肺炎导致的
身故或全残保险责任，每人保额人民币10万元，每企业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扩展责任有效期为企业复工之日起至
2020年4月30日。有效的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

四、其他方面

1.“太平通”APP发布疫情防控相关文件，为消费者普及疫情相关预防知识，减少传染风险，同时避免恐慌。
2.免费赠送保险，助力复工复产，总保额超8000万元。对重庆地区部分企业复工复产人员每人赠送10万人民币保额的保险保障，
包含伤残、身故责任.保障人数801人，保单件数801件，总保额8010万元。
3.“共克时艰，温暖相伴”，爱心捐款近2万元。2月初，在重庆市金融管理局、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带领下，积极响应重庆市慈
善总会、重庆市红十字会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募捐倡议，组织开展了爱心捐款活动，累计捐款7861元，全额汇
至重庆市慈善总会指定账户。2月25日，中国太平集团机关党委、集团工会、集团团委积极响应集团党委号召，联合发出疫情捐
款倡议，太平养老系统总、分公司积极响应，分公司再次响应第一时间献出了爱心，共计捐款12090元。



工银安盛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工银安盛人寿附加御立方五号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
付保险金

2、工银安盛人寿御如意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付保险金
3、工银安盛人寿御享康健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付保险
金4、工银安盛人寿附加鑫宝贝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付保
险金5、工银安盛人寿附加御立方三号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
付保险金6、工银安盛吉祥安心意外伤害保险，新增责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

7、工银安盛人寿e+安行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增责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

8、工银安盛人寿附加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增责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

9、工银安盛“心连心团体保险”产品说明（见附件）。                                                                             
保险责任：（1）扩展责任关爱员工。在意外身故导致身故责任基础上，扩展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身
故，保额20万元；（2）住院津贴守护健康。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住院治疗，每天补助60元住院津贴
。（3）投保范围覆盖广。出生满30天至65岁均可投保，保障对象涵盖团体员工及家属（配偶子女）。                                                
保险期限：1年；     保险费：100元/人。                                                                                           
咨询电话：工银安盛服务热线95359；重庆分公司团险负责人 向华 18696901333 

10、工银安盛“医护天使”保障计划，在疫情期间，为参与湖北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含外地支援湖北的医
护人员、军医）提供：（1）每人保额100万元人身保险保障；（2）如有感染新冠的，住院期间每人每天300元
补助金。

二、金融服务便利

1、联合好大夫平台提供7*24小时在线图文健康咨询

2、联合“喜马拉雅”为客户赠送15天喜马拉雅会员

3、保全服务方面：为客户提供多样化保全办理方式，大力推广微信号、app自助申请方式，同时采取多样化的
信息确认手段，客户可以以电话录音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复照会，也可以由客户签字拍照回复。对于申请书填
写错误不符合保全规则或资料缺失的，可以通过电话与客户确认，按客户电话确认的意见进行照会处理；需补
充的资料可以由客户拍照回复。

4、理赔服务方面：（1）理赔服务100%推广官微及APP线上理赔申请及补充资料；（2）简化新冠客户身故理赔
材料及特案处理方式；（3）开通新冠理赔绿色服务通道，取消医院等级及自费项目等限制。

5、客服方面：开展电子化回访，2月11日开通了微信回访方式，对电话回访方式进行补充。相关文件：《工银
安盛人寿关于开展电子化回访工作的报告》

6、新契约服务方面：（1）100%线上全流程投保及线上照会处理；（2）新单放宽核保体检标准及替代核保体检
报告的时效范围。

三、优惠政策

1、免息复效方案：所有客户在2.1-4.30期间可享受免息复效方案。

四、其他方面

2、拓展新冠保责任：所有有效个人保单客户拓展5款意外伤害保险、17款重大疾病险产品在新冠方面的保险责
任
3、取消医疗险合同的等待期及免赔额限制：对公司34款个人及团体医疗险在原责任基础上针对新冠取消合同的
等待期及免赔额限制。 



工银安盛保险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工银安盛人寿附加御立方五号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
付保险金

2、工银安盛人寿御如意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付保险金
3、工银安盛人寿御享康健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付保险
金4、工银安盛人寿附加鑫宝贝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付保
险金5、工银安盛人寿附加御立方三号重大疾病保险，新增确证新冠，赔付无等待期，扩充基本保险金额25%额外给
付保险金6、工银安盛吉祥安心意外伤害保险，新增责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

7、工银安盛人寿e+安行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增责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

8、工银安盛人寿附加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新增责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

9、工银安盛“心连心团体保险”产品说明（见附件）。                                                                             
保险责任：（1）扩展责任关爱员工。在意外身故导致身故责任基础上，扩展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身
故，保额20万元；（2）住院津贴守护健康。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住院治疗，每天补助60元住院津贴
。（3）投保范围覆盖广。出生满30天至65岁均可投保，保障对象涵盖团体员工及家属（配偶子女）。                                                
保险期限：1年；     保险费：100元/人。                                                                                           
咨询电话：工银安盛服务热线95359；重庆分公司团险负责人 向华 18696901333 

10、工银安盛“医护天使”保障计划，在疫情期间，为参与湖北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含外地支援湖北的医
护人员、军医）提供：（1）每人保额100万元人身保险保障；（2）如有感染新冠的，住院期间每人每天300元
补助金。

二、金融服务便利

1、联合好大夫平台提供7*24小时在线图文健康咨询

2、联合“喜马拉雅”为客户赠送15天喜马拉雅会员

3、保全服务方面：为客户提供多样化保全办理方式，大力推广微信号、app自助申请方式，同时采取多样化的
信息确认手段，客户可以以电话录音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复照会，也可以由客户签字拍照回复。对于申请书填
写错误不符合保全规则或资料缺失的，可以通过电话与客户确认，按客户电话确认的意见进行照会处理；需补
充的资料可以由客户拍照回复。

4、理赔服务方面：（1）理赔服务100%推广官微及APP线上理赔申请及补充资料；（2）简化新冠客户身故理赔
材料及特案处理方式；（3）开通新冠理赔绿色服务通道，取消医院等级及自费项目等限制。

5、客服方面：开展电子化回访，2月11日开通了微信回访方式，对电话回访方式进行补充。相关文件：《工银
安盛人寿关于开展电子化回访工作的报告》

6、新契约服务方面：（1）100%线上全流程投保及线上照会处理；（2）新单放宽核保体检标准及替代核保体检
报告的时效范围。

三、优惠政策

1、免息复效方案：所有客户在2.1-4.30期间可享受免息复效方案。

四、其他方面

2、拓展新冠保责任：所有有效个人保单客户拓展5款意外伤害保险、17款重大疾病险产品在新冠方面的保险责
任
3、取消医疗险合同的等待期及免赔额限制：对公司34款个人及团体医疗险在原责任基础上针对新冠取消合同的
等待期及免赔额限制。 



三峡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服务，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客户的报案。

2.特案主动理赔，安排专人对客户理赔予以全程指导及家属温馨慰问服务。

3.简化理赔手续，简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医疗、重疾、身故理赔申请手续。

二、优惠政策

1.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客户医疗就诊以方便、快捷治疗为主，不限定医院范围。

2.取消理赔等待期：对因感染并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保险事故取消条款等待期限制。(2020年3月31日
24时之前承保或复效的三峡人寿客户)

3.取消免赔额及赔付比例限制：对因感染并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的门诊或住院治疗的取消免赔额、免赔
天数及赔付比例限制，包括尊享医疗免赔额。(2020年3月31日24时之前承保或复效的三峡人寿客户)

4.取消药品及诊疗自付项目限制：对因感染并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的门诊或住院治疗，不受合同约定的
自付及自费项目限制，按实际发生医疗费用处理。(2020年3月31日24时之前承保或复效的三峡人寿客户)



三峡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金融服务便利

1.开通24小时报案绿色通道服务，优先响应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出险客户的报案。

2.特案主动理赔，安排专人对客户理赔予以全程指导及家属温馨慰问服务。

3.简化理赔手续，简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医疗、重疾、身故理赔申请手续。

二、优惠政策

1.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客户医疗就诊以方便、快捷治疗为主，不限定医院范围。

2.取消理赔等待期：对因感染并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的保险事故取消条款等待期限制。(2020年3月31日
24时之前承保或复效的三峡人寿客户)

3.取消免赔额及赔付比例限制：对因感染并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的门诊或住院治疗的取消免赔额、免赔
天数及赔付比例限制，包括尊享医疗免赔额。(2020年3月31日24时之前承保或复效的三峡人寿客户)

4.取消药品及诊疗自付项目限制：对因感染并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的门诊或住院治疗，不受合同约定的
自付及自费项目限制，按实际发生医疗费用处理。(2020年3月31日24时之前承保或复效的三峡人寿客户)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e生保2020特定疾病附加险并扩展新冠责任
除继续开放e生保2020赠送1万元120种疾病津贴外，将津贴责任扩展至“因新冠导致的重症、危重、身故”，即如客户确诊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临床上的重
症和危重或身故，给付一万元津贴。
赠送范围：产品上线后，凡被保人年龄在18-45周岁的，购买平安e生保个人住院医疗保险（e生保2020）产品的客户均可享受。
对于已购买e生保2020的客户，如发生确诊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重症、危重或身故的，也进行赔付。
咨询电话：95511转7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平安健康险九项举措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公众查询路径：https://mp.weixin.qq.com/s/QLD5B1dkOVYRSrAkIEGaBg（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健康险频道）
一.对本次事件中出险的客户，在产品保障范围内提供五大人文关怀。
1、取消药品限制；
2、取消诊疗项目限制；
3、取消医院限制；
4、取消等待期限制；
5、取消免赔额；
二.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处理小组；
三.搜集本次事件中出险人员名单，排查有无投保客户，积极联系并主动提供理赔协助；
四.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本次事件中出险客户的理赔；
五.提供7*24小时理赔报案和在线理赔指导，安排资深专业理赔人员提供一对一全流程服务；
六.简化理赔申请材料：本次事件中出险的客户不需要提供事故证明材料，对因本次事件导致身故的，先行赔付资料可后补；
七.对本次事件中出险客户免除预授权；
八.对本次事件中出险的客户，在平安健康险直结医疗网络内提供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
九.为在本次事件中急需医疗资金的出险客户提供预赔服务，缓解客户医疗费用压力。



2.抗击疫情 | 平安健康险7x24小时服务在线
公众查询路径：https://mp.weixin.qq.com/s/SUeCmymQUZAqfNjNjdj8rA（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健康险频道）
一.疫情期间可随时打开平安健康APP进行线上理赔：打开平安健康APP-首页-自助理赔。
目前平安健康险针对新型肺炎疫情，已经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与预赔服务。
平安健康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中出险的用户，在产品保障范围内提供五大人文关怀。
1.取消药品限制
2.取消诊疗项目限制
3.取消医院限制
4.取消等待期限制
5.取消免赔额限制
平安健康将优先处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客户的理赔，同时简化理赔申请材料，提供1对1全程理赔服务。
平安健康推出三大线上问诊服务，大大减少出门就医的风险。打开平安健康APP-首页-就医，即可快速享受医疗服务。
二.在线问诊
各大名医全天24小时在线，若是怀疑自己患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时不必惊慌，可先通过平安健康APP的在线问诊服务，医生分析症状后，若建议去医院做
详细检查，再去也不晚。
三.电话医生
1对1的私人医生服务，24小时不限次数，全家都可一起使用。从日常医疗咨询、慢病管理咨询、诊前就医指导到预防保健咨询，只要一通电话就解决。
四.家庭医生
提供视频问诊服务，一键视频名医，处方药直接送到家，提供专业便捷的一站式医生服务。
五.自助投保
健康保障产品过年期间不停售，可在线选购，线上投保更便捷快速。
六.保单服务
APP上提供简易客户信息变更、联系信息变更、保费缴费方式变更、保单信息查询等自助变更项目，7*24提供服务，在家靠手机就能包办。
服务热线：95511-7
打开路径：平安健康APP首页-保单查询-选择保单-保单服务
七.在线客服
线上咨询随时问，服务信息早知道，产品、理赔、保单在线咨询一点就通。
打开路径：平安健康APP首页-我的-帮助与客服（最下方）

3.平安《 i康保·公益战疫》公益保障
公众查询路径：https://mp.weixin.qq.com/s/EMpgqLbC7L-mCxfmZTqh2Q（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健康险频道）
平安《 i康保·公益战疫》公益保障，优先为各位奋战在一线的战士们免费提供20万保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身故保障金，以及最高100万保额的交通意
外身故保障金，18-65周岁以内，除部分高危职业外人群，所有人均可免费领取。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1.e生保2020特定疾病附加险并扩展新冠责任
除继续开放e生保2020赠送1万元120种疾病津贴外，将津贴责任扩展至“因新冠导致的重症、危重、身故”，即如客户确诊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临床上的重
症和危重或身故，给付一万元津贴。
赠送范围：产品上线后，凡被保人年龄在18-45周岁的，购买平安e生保个人住院医疗保险（e生保2020）产品的客户均可享受。
对于已购买e生保2020的客户，如发生确诊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重症、危重或身故的，也进行赔付。
咨询电话：95511转7

二、金融服务便利

1.平安健康险九项举措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公众查询路径：https://mp.weixin.qq.com/s/QLD5B1dkOVYRSrAkIEGaBg（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健康险频道）
一.对本次事件中出险的客户，在产品保障范围内提供五大人文关怀。
1、取消药品限制；
2、取消诊疗项目限制；
3、取消医院限制；
4、取消等待期限制；
5、取消免赔额；
二.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处理小组；
三.搜集本次事件中出险人员名单，排查有无投保客户，积极联系并主动提供理赔协助；
四.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本次事件中出险客户的理赔；
五.提供7*24小时理赔报案和在线理赔指导，安排资深专业理赔人员提供一对一全流程服务；
六.简化理赔申请材料：本次事件中出险的客户不需要提供事故证明材料，对因本次事件导致身故的，先行赔付资料可后补；
七.对本次事件中出险客户免除预授权；
八.对本次事件中出险的客户，在平安健康险直结医疗网络内提供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服务；
九.为在本次事件中急需医疗资金的出险客户提供预赔服务，缓解客户医疗费用压力。



2.抗击疫情 | 平安健康险7x24小时服务在线
公众查询路径：https://mp.weixin.qq.com/s/SUeCmymQUZAqfNjNjdj8rA（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健康险频道）
一.疫情期间可随时打开平安健康APP进行线上理赔：打开平安健康APP-首页-自助理赔。
目前平安健康险针对新型肺炎疫情，已经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与预赔服务。
平安健康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中出险的用户，在产品保障范围内提供五大人文关怀。
1.取消药品限制
2.取消诊疗项目限制
3.取消医院限制
4.取消等待期限制
5.取消免赔额限制
平安健康将优先处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险客户的理赔，同时简化理赔申请材料，提供1对1全程理赔服务。
平安健康推出三大线上问诊服务，大大减少出门就医的风险。打开平安健康APP-首页-就医，即可快速享受医疗服务。
二.在线问诊
各大名医全天24小时在线，若是怀疑自己患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时不必惊慌，可先通过平安健康APP的在线问诊服务，医生分析症状后，若建议去医院做
详细检查，再去也不晚。
三.电话医生
1对1的私人医生服务，24小时不限次数，全家都可一起使用。从日常医疗咨询、慢病管理咨询、诊前就医指导到预防保健咨询，只要一通电话就解决。
四.家庭医生
提供视频问诊服务，一键视频名医，处方药直接送到家，提供专业便捷的一站式医生服务。
五.自助投保
健康保障产品过年期间不停售，可在线选购，线上投保更便捷快速。
六.保单服务
APP上提供简易客户信息变更、联系信息变更、保费缴费方式变更、保单信息查询等自助变更项目，7*24提供服务，在家靠手机就能包办。
服务热线：95511-7
打开路径：平安健康APP首页-保单查询-选择保单-保单服务
七.在线客服
线上咨询随时问，服务信息早知道，产品、理赔、保单在线咨询一点就通。
打开路径：平安健康APP首页-我的-帮助与客服（最下方）

3.平安《 i康保·公益战疫》公益保障
公众查询路径：https://mp.weixin.qq.com/s/EMpgqLbC7L-mCxfmZTqh2Q（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健康险频道）
平安《 i康保·公益战疫》公益保障，优先为各位奋战在一线的战士们免费提供20万保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身故保障金，以及最高100万保额的交通意
外身故保障金，18-65周岁以内，除部分高危职业外人群，所有人均可免费领取。



华泰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说明

1

泰划算保险产品计划：
1、安心无忧意外伤害保险
2、安心无忧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3、安心无忧综合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责任扩展说明：若被保险人因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导致身故或残疾，本公司将按照保险合
同中该被保险人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或意外
残疾保险金责任相应赔付金额的2倍进行给
付，保险合同后续状态依据相应产品条款约
定而持续或终止。

责任扩展有效期：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确
诊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日期在2020年6
月30日（含）之前。

2

我爱我家B保险产品计划
1、安享无忧意外伤害保险
2、安享无忧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
3、安享无忧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3 华泰人寿康惠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责任扩展说明：被保险人在责任扩展有效期
间内，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且临床 分型达到重型或危重型状态的，
本公司将按保险合同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25% 额外给付保险金，原保险合同的保险责
任不变。
注：1.该责任扩展不受产品条款中关于等待
期的限制。
2.如产品条款中未约定“基本保险金额
”的，则以产品条款中“保险金额”替代上
述责任扩展中的“基本保险金额”。

责任扩展有效期：自保险合同生效（或最后
复效）之日起，被保险人确诊初次发生新型
冠状病毒肺 炎且临床分型达到重型或危重
型状态的日期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
（含）之前，且 扩展责任适用产品的保险
合同有效。

4 华泰人寿附加百万宝贝重大疾病保险

7 华泰人寿福佑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8 华泰人寿金麒麟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9 华泰人寿附加新福佑双鑫重大疾病保险

10 华泰人寿百万康泰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1 华泰人寿附加福佑双鑫重大疾病保险

12 华泰人寿百万康宁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13 华泰人寿康贝少儿重大疾病保险

14 华泰人寿康泉重大疾病保险

15 华泰人寿金百合重大疾病保险

16 华泰人寿康恩重大疾病保

17 华泰人寿附加长期重大疾病护理保险

18 华泰人寿附加福佑安康重大疾病保险

19 华泰人寿附加额外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20 华泰人寿附加吉康额外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21 华泰人寿附加吉年安康重大疾病保险

22 华泰人寿附加福康相伴重大疾病保险

二、金融服务便利

一、 线上投保：为疫情期间能够持续为客户送保障，同时减少人员接触与聚集，实现低碳环保。总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在
华泰e家APP上线投保人空中签名功能，结合之前已上线的被保险人空中签名，全面实现线上远程投保。
二、 理赔服务：我司密切关注本地疫情情况，开通理赔快速响应机制：启动95509客服24小时理赔报案热线服务，所有报案
客户优先给予理赔绿色通道处理。第一时间开展客户排查工作和客户理赔工作，简化理赔手续，提前预付赔款，因出险需紧
急救治的客户，取消二级及以上医院就医限制。
三、 保全服务：针对犹豫期在2020年1月22日-3月1日期间到期的保单，我司向总部申请线下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受理时限延
长至2020年3月2日。另外着重宣导线上服务，客户可通过“华泰人寿微服务”中保单自助服务，查询保单、变更客户基本信
息等非权益类的简易保全，更加安全、简单、快捷。

三、优惠政策

一、《康顺无忧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和《百万无忧医疗保险》允许单独销售。
二、针对华泰人寿客户，如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取消《康顺无忧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和《百万无忧医疗保险》的等
待期、取消《百万无忧医疗保险》的免赔额。

四、其他方面



一、联合微医互联网总医院，推出24小时在线免费义诊服务，为客户快速科学区分普通病症和肺炎疫情、减少医院交叉感染
几率、减轻线下医院负担和客户经济负担。
二、分公司内外勤积极转发“华泰人寿”公众号推出的多样化疫情防控知识和贴心服务，把更多的健康知识与服务分享给身
边的人，与大家一起守护健康。



华泰人寿重庆分公司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具体举措

一、特色金融产品

咨询电话

统一服务电话：95509

二、金融服务便利

一、 线上投保：为疫情期间能够持续为客户送保障，同时减少人员接触与聚集，实现低碳环保。总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在
华泰e家APP上线投保人空中签名功能，结合之前已上线的被保险人空中签名，全面实现线上远程投保。
二、 理赔服务：我司密切关注本地疫情情况，开通理赔快速响应机制：启动95509客服24小时理赔报案热线服务，所有报案
客户优先给予理赔绿色通道处理。第一时间开展客户排查工作和客户理赔工作，简化理赔手续，提前预付赔款，因出险需紧
急救治的客户，取消二级及以上医院就医限制。
三、 保全服务：针对犹豫期在2020年1月22日-3月1日期间到期的保单，我司向总部申请线下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受理时限延
长至2020年3月2日。另外着重宣导线上服务，客户可通过“华泰人寿微服务”中保单自助服务，查询保单、变更客户基本信
息等非权益类的简易保全，更加安全、简单、快捷。

三、优惠政策

一、《康顺无忧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和《百万无忧医疗保险》允许单独销售。
二、针对华泰人寿客户，如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取消《康顺无忧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和《百万无忧医疗保险》的等
待期、取消《百万无忧医疗保险》的免赔额。

四、其他方面



一、联合微医互联网总医院，推出24小时在线免费义诊服务，为客户快速科学区分普通病症和肺炎疫情、减少医院交叉感染
几率、减轻线下医院负担和客户经济负担。
二、分公司内外勤积极转发“华泰人寿”公众号推出的多样化疫情防控知识和贴心服务，把更多的健康知识与服务分享给身
边的人，与大家一起守护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