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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一年受理投诉和咨询五千多件

成为保险消费者维权有效途径
交行省分行送金融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陈 晓 珞 张 友 琴 记者胡 楠 ）记者
昨悉，湖北省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成立一年来，共
受理各类有效投诉、客户咨询共 5849件，其中以和解、
调解方式结案 2732件，涉调金额达 1912.4万元，调解
率 61%；受理法院委托调解案件 159件，调解率 89%，
提高了保险矛盾纠纷的处理效率，为投保群众维护自
身合理权益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
2016年 3月，该中心正式成立。作为省内主动维护
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专门机构，建立了以消费者为中
心，保监局、省行协、保险公司共同组成的保险消费者维
权体系，拓展了保险消费者的维权途径。并通过建立相关
制度规定、签订自律公约等手段，规范了保险公司诉调对
接工作，强化了保险公司在调解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为实
现消保工作制度化运作、规范性运行奠定了基础。
在持续维护“网、电、信、访”等投诉渠道的同时，该
中心积极加强与省、市消协和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建
立重大信访投诉联处机制，通过做好转办案件的处理工
作，不断深化三方合作关系，及时化解了部分矛盾纠纷。
该中心还着力建立多元化调解机制，积极拓展调
解渠道，成立湖北省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推进
保险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提供组织保障。积极拓展与
外部的合作，先后与武汉市武昌区、沌口开发区、洪山
区 3家人民法院和沌口交警大队建立了合作关系，同
时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解
决保险矛盾纠纷的格局。
同时，该中心还积极探索信息技术手段在保险消保
工作中的运用，大力推进网络化建设，发挥信息技术和
“大数据”在保险消保中的作用，搭建了“保险消费者权益
服务信息平台”，并于今年 1月 1日在省内 72家保险公
司正式上线。自去年 10月试运行至今年，该系统已受理
投诉及消费咨询 3031笔，结案 2895笔，结案率 94.5%，其
中：受理调解案件 167笔，结案 146笔，结案率 87.43%。

广发银行推“工资定投”活动

本报讯（记者程 思 思 通讯员田 甜）广发银行近日推
出“工资定投”活动，帮助年轻人养成理财好习惯。即日起
至 5月 31日签约，还可以获得额外收益。
广发银行“工资定投”活动是专为“工薪族”打造的工
资理财计划。签约后，系统每月将按约定日期、金额自动
扣款购买指定投资理财产品，助力年轻人彻底摆脱“月光
族”。目前该行支持工资定投的产品包括货币基金“易发
宝”、养老保障产品“天天盈”两种，均为收益相对稳健的
产品。以“易发宝”产品为例，7日年化收益率达 3.79%
（数
据日期 2017年 3月 9日），且不设定投门槛，一分起投。
此外，如遇急需用钱的情况也无需担忧，定投“易发宝”可
实现 T+0随存随取，兼顾收益性和流动性。
即日起至 5月 31日签约，连续三个月工资定投，除
获得以上理财产品的收益外，前三月每月新增定投金额
还可分别额外获得 3%、6%、9%的年化收益，综合收益相
当于活期存款近 20倍。每人每月享受额外收益的定投金
额不超过 3万，超出部分可继续享受易发宝或天天盈产
品本身的收益。
登录广发银行官网进入“E+盈”频道或在各大手机
APP应用市场下载“广发有米直销银行”APP，选择对应
产品“易发宝”或“天天盈”，点击“定投”设置定投计划，提
交即可完成。

新华保险宜昌中支
为员工捐款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梅丹 通讯员吴欣）3月 13日清晨，新
华保险宜昌中支召开了以“众人祈安康，善行爱无疆”为
主题的早会，参会者为该公司一位患病员工踊跃捐款。
秦明亮是新华保险宜昌中支续期渠道的一名外勤员
工。入职 8年以来，他扛起了整个榔坪片区的服务。虽然
客户分布极为分散，但他每个月访问量仍过百，且个人投
诉量为零，是宜昌中支当之无愧的客户服务标杆。然天有
不测风云，2016年底，秦明亮被检查出患有淋巴癌，这一
噩耗无疑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得知这一情况后，新华保险宜昌中支立即发出了爱
心捐款的倡议，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热烈响应。短短一个小
时，共募集善款一万余元。
该公司的合作单位大地财产保险公司得知这一消息
后，第一时间派专人送来了募集的三千余元善款。

日本亚马逊网站
开通受理银联信用卡
本报讯（记者程 思 思 通讯员易 凌）继美国亚马逊网
站支持银联信用卡支付后，银联国际日前宣布，开通日本
亚马逊网站的银联卡在线支付服务。即日起，消费者可使
用境内外发行的银联信用卡（卡号以 62开头）在该网站
购物。
消费者在日本亚马逊网站选定需购买商品、输入收
件地址后，可选择银联信用卡为支付方式，在输入持卡人
姓名、银联卡卡号、有效期限等必要信息后，即可快速付
款。银联在线支付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体系，能全
面保障支付安全。据悉，日本亚马逊近期还将推出银联卡
专属优惠。
目前，日本近 50万商家和超过半数 ATM可以使用
银联卡，这些网点基本满足了到访旅客的支付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张励蔚 袁琼）近日，
为了落实银监会、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
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公众金
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青少年消费者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学生养
成良好消费习惯，远离不良贷款，交行省
分行积极响应，在武汉华夏理工学院进
行“金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
交行工作人员针对校园的新型诈骗

手段，如短信诈骗、电话诈骗和网银诈骗
等，向学生们讲解了如何识别诈骗，见招
拆招，不盲目轻信，坚决打击犯罪行为。
同时，交行工作人员向该校学生普及了
“反假币”知识，通过鉴赏 2015年新版人
民币，让学生们牢记人民币七大防伪特
征。
该行工作人员呼吁同学们养成良好
的消费习惯，面对中介利用学生信息办

本报讯（记者 梅 丹 通讯员 刘 云 涛
）3月 15日，农行汉口支行组织开展
以“权利、责任、风险”为主题“金融消费
者权益日”活动，把金融知识送进辖区大
市场商户。

活动期间，该行积极宣传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知识，一方面，在辖内网点
开辟宣传专区，摆放宣传折页，播放宣传
口号，柜员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发放
宣传资料；另一方面，组织员工走进汉来

农银人寿开展 3·15“健康行”活动

本报讯（记者梅丹 通讯员饶露 彭
文迪）近日，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农银人寿湖北分公司工会
开展了“美好生活，保险保障”东湖绿道
健康行活动。

工商银行

鸿运滚滚来，工银理财 17同行：期限
181天，10万起，参考年化收益率 4.20%。

农业银行

理信用卡给回扣、网络无抵押个人贷款
等恶意的金融行为，不要贪图小利，及时
抵制，远离不良贷款。
本次“金融知识进校园”的活动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自身的防范诈骗能力和维
权意识。该行力求与社会公众一道，筑起
金融风险防范的高墙，使金融诈骗犯罪
无处遁形，共建更加和谐的金融环境。

农行“金融消费者权益日”走进大市场
何苗

[ 风险提示 ]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广场灯具市场普及宣传金融消费者权益
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
商户倡导理性投资、自享收益、自担风
险，同时对商户们提出的金融疑问耐心
解答。

兴业银行

3月 16日早晨，东湖绿道上，在农
银人寿大旗下，六面“美好生活，保险保
障”的“3.15”宣传旗帜列队，农银人寿青
年志愿者和全体农银员工由梨园广场出
发，途经九女墩、湖心岛、鹅咏阳春、磨山

挹翠四个志愿者服务点，历程 8公里，到
达终点全景广场。
通过本次活动，农银人寿宣传了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知识，增强了市民的权
益保护意识。

中行光谷支行办理首笔
G
IC业务
为赴加留学生提供便捷

本报讯（记者胡 楠 通讯员邓 莹 莹）
近日，中国银行光谷支行与留学机构合
作，办理首笔 GIC业务，让客户肖先生顺
利取得留学加拿大的签证。
中行留学生担保 GIC（Guaranteed
InvestmentCertificate）业务，是由中行（加
拿大）与中行国内各分行联动，为计划申请
“学生合作计划”（SPP）和“学习直入计划”

（SDS）的留学生提供的跨境开户及存款证
明服务。适用于目前多数加拿大公立大学、
部分被政府认可或部分投资的私立院校和
SPP合作院校。
GIC只需申请时向加拿大中行存入
一年期 1万加元存款，不再需要准备繁
杂的资金证明文件。而按此前的做法，需
要提供 60万元以上人民币的存款证明。

不久前，肖先生的孩子如愿拿到了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
来到中行光谷支行咨询存款证明业务。
肖先生开立 GIC账户后第二天，就收到
了加拿大境内皇家银行出具的 GIC存款
证明，肖先生的孩子最终成功获得了留
学加拿大的签证。

浦发银行携手警方开展安全用卡讲座

本报讯（记者胡楠 通讯员陶木子）信
用卡被盗刷之后如何处理？近日，浦发银行
武汉分行携手新世界警务站警员，为广大
客户举办了一场安全用卡金融知识讲座。
新世界警务站警员詹磊就“信用卡
恶意透支的危害及后果”、“ 信用卡非法

套现的后果”、“ 遇到信用卡盗刷情况怎
么办？”、
“怎样安全、健康地使用信用卡”
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讲解，并就持卡人日
常遇见的问题进行了答疑。
詹磊提醒，信用卡被盗刷后，除了联系
发卡行进行挂失外，还可以选择报警处理。

但报警时，要牢记自己住址所在区或开户
行所在区，这样可以让辖区内的警员直接
进行处理。另外，警察不会电话办案，都是
直接上门，即使拨打电话也只是传讯，让失
主到派出所协助调查。“牢记这一点，可以
帮助你快速识别是否遇到电信诈骗。”

湖北首支民间中医药发展基金成立
本报讯（记者王 大 千 通讯员 施 鹏）
近日，江城首个“湖北中医药名老专家传
承中心”暨“李氏伤寒学派传承中心”在
六源堂中医馆落户，湖北中医传承事业
自此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湖北首
个民间中医药发展基金宣告成立，该基
金由六源堂联合武汉健民大鹏药业有限

公司、武汉大鹏药业有限公司、武汉神石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企业提供 1000万
元资金，首批入驻传承中心的 9位名老
中医将分别获得 5万元的师承资助。
六源堂负责人周冠儒透露，此次入
驻传承中心的 9位医生分别是李家庚、
成肇仁、李家发、高素军、谢靳、黄明安、

公司立即成立重大事件应急响应小组，
组织理赔队伍迅速赶往事故发生地，协
助客户家属办理理赔事宜。
2016年 7月 21日清晨，荆门理赔
人员到达屈家岭何集分场，向客户家属
送去慰问。经走访村民得知，出险人康
某正当而立之年，出险当日，为保住村
民农田，随父亲一道前往泄洪口开闸泄
洪，谁知过程中被洪流卷起的大浪拍入
水中，瞬间便没了踪影。村委会组织的
打捞队经过长达 6个多小时的打捞，才
在距闸口下游一里多的水中搜寻到康
某的尸体。在以最快的速度核实了事故
经过后，理赔人员现场通过手机拍摄上
传了理赔材料。不到 3个小时，康某家
属便收到新华保险发来的理赔结案通
知，127896.55元理赔款打入受益人康
某妻子的账户。康某妻子收到短信后，
用哽咽的声音告诉理赔人员，他们的家
庭状况本就不是很好，如今遭遇天灾，

高春华、伍春荣、郝建新。
湖北中医药名老专家传承中心负责
人表示，这两个中心的成立，有助于探索
名老中医药专家经验传承和中医药人才
培养的方法及模式，同时，有助于做好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

丈夫又不幸去世，不知应如何维持生
活，但新华保险却带来了新的希望。
面对这场湖北历史上最强的暴雨，
新华保险理赔查勘团队始终与客户同
在：在灾区、在雨中，在路上、在出险第
一线。越是有困难，越能增强我们同舟
共济的凝聚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心
手相连、众志成城。天灾不可避免，生命
消逝之时，新华保险以实际行动提供争
分夺秒的理赔服务，践行着企业的社会
责任。

2十大典型
016年

理赔案例展示

押担保，也无需保证担保，随借随还更自
由，您便可享受无忧贷款，理想生活近在眼
前！
自助申请，自动审批，实时到账，全程
快捷！在线申请系统立马反馈可贷额度及
利率，客户可自主选择，在线签署相关合同
后即可贷款成功，全程仅需 3分钟，带给您
畅快便捷的融资体验！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3月 14日起，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汉银
财富”恒盈系列第 417期理财产品持续热销
中，5万元起售。
募集期：2017年 3月 14日 -2017年 3
月 21日
起息日：2017年 3月 22日
到期日：2017年 6月 20日
计息天数：90天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4.2%
详询各网点或致电 96555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95567

“农行信用卡武汉” 农行“新掌银”
官方微信
直达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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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信用卡

农行信用卡积分这样用，更有意义！
2017，梦想升级。农行掌上银行 App“积
分捐赠”和“现金微捐”功能全新上线——
—
600积分、1元心意。现金微捐、丰俭由人。
登录农行掌银 APP“留守儿童爱心微
捐”，动动手指，小小善意通过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为孩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
农行掌上银行，一款有爱的 APP，让您的
善行善意 7×24小时传递。还有网站、网银、
电话银行、微信、短信等更多捐赠渠道。详询
客服 400-6695599。
浦发信用卡快捷支付优惠立减活动火热
开启！
万 宁 满 40 元 立 减 20 元

合办

情
请
咨
询
农
业
银
行

深海底海鲜融合餐厅 1.工银大武汉 OK
爱车卡持卡人凭卡享满 200元减 100元，100
元封顶。
2.活动期间逢周二，持卡人至深海底海
鲜融合餐厅门店刷卡消费可享“满 200元减
100元”优惠，每卡每限享受优惠一次。每次
限 1人享受。
3.活动总名额为 200个，在活动期间如
名额用完，可续签名额。活动结束后，如优惠
名额还有剩余，则活动日期顺延至名额用完
为止。
4.此优惠不与深海底海鲜融合餐厅同期
其他优惠同享。
地址：洪山区世界城光谷步行街（一期）
五楼 D区 MVP活力客
时间：2017年 3月 7日 -2017年 5月 7
日
电话：027-88133177

浦发信用卡

长 江 日 报
新华保险湖北分公司

农行网捷贷——
—贷款分分钟，网络申请快捷轻松
农行“网捷贷”给您提供全新的消费体
验啦！农行针对个人客户推出自助小额信
用消费贷款，全面开启个贷业务纯线上、纯
信用、实时自动审批放款的互联网办贷时
代！
纯线上，全自动，免担保，随心还，低成
本！客户农行网上银行即可自助申请，无需
提供任何材料。纯信用方式贷款，无需抵质

人民币理财
1、天天万利宝 2017年第 10期 B款，5
万起，期限 91天，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4.50%，
10万以上 4.6%
（截止日 2017年 3月 22日）。
2、天天万利宝 2017年第 10期 C款，5万
起，期限 183天，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4.50%，10
万以上 4.60%
（截止日 2017年 3月 20日）。
3、天天万利宝 2017年第 10期 F（保
本），5万起，期限 113天，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4.0%
（截止日 2017年 3月 21日）。
美元理财
万汇通 2017年第 11期，8000美元起，
期限 30天 -365天，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1.20%-1.95%。（截至日 2017年 3月 21日）
温馨提醒：以上产品网银可购，额度有限，
售完即止。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
慎。更多产品信息请询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

工商银行信用卡

暴雨天灾难以避免，新华筑起生命之舟

为了让更多人在需要时享受到保
险的守护，新华保险一直在努力。2016
年，新华保险湖北分公司整体理赔给付
2.52亿元，理赔件数 4.38万件。理赔，
是最好的承诺！
【赔案回放】
2016年 7月 19日，一场天灾席卷
湖北荆门地区，天河倾倒，暴雨袭城。截
至当日 11时，累计降雨量已达 600毫
米，街市渍水，农田屋被淹，沙洋告急、
钟祥告急、屈家岭告急！网络上，湖北挺
住、荆门挺住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新华
保险荆门中支理赔人员的脑袋里也紧
绷着一根弦。
2016年 7月 20日晚 6时，荆门中
支理赔部接到报案信息，称屈家岭何集
分场的一位客户在洪水中溺亡。理赔人
员立即核实了投保情况，出险人康某确
为公司客户，于 2013年 9月投保了“祥
和万家”保险，基本保额 5万元。湖北分

1、轻松理财，安心得利，农行帮您来实
现。“金钥匙 *安心得利”固定期限理财产品，
投资者持有约定期限后自动到期，持有期间
不允许赎回。
提供 34天 / 3.9%、62天 / 4.05%、90天
/ 4.15%、181 天 / 4.1%、270 天 / 4.05%和
360/4%天等多种期限产品。个人 5万元起
购，该产品可质押，每日在售，额度充足，货架
式供应。产品募集期最短为 1天，规定时间内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减少资金闲置，提高使
用效率。产品到期日如遇节假日不顺延。
2、10万张“1元洗车券”月月等你来领！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
活动内容：湖北农行通衢信用卡客户，成
功通过银联钱包 APP抢得“1元洗车券”后，
在全省 208家指定洗车门店，刷绑定卡享 1
元洗车 1次。
小提示：每月 1号、16号上午 10点两次
放券，每次放 5000张，有效期 1个月。优惠券
先抢先得，抢完即止。基尔车联咨询电话：
400-612-5513，详情以“银联钱包”APP公布
为准。
利率随行就市，详见农业银行官网公告。
风险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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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浦大喜奔
APP扫码支付或者使用浦发信用卡 Apple
Pay、Huaiwei Pay、MiPay三类银联云闪付
在万宁制定门店消费，可享受当日首笔金额
满 40元立减 20元的优惠。
15 元享汉堡王“天 椒 皇 堡 ”套 餐 通过浦
大喜奔 APP扫码支付或者使用浦发信用卡
Apple Pay、Huaiwei Pay、MiPay三类银联
云闪付即可在汉堡王指定门店以 15元的优
惠价格购买汉堡王“天椒皇堡”套餐 1份（全
国平均售价 33元）。
支 付 宝 新 户 满 88 元 立 减 10 元 即日起
至 2017年 6月 30日，客户在支付宝首页使
用浦发银行信用卡绑定快捷支付可享受单笔
支付金额满 88元立减 10元优惠。
详询请登录浦发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