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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人口老龄化加剧， 疾病年轻化发展，隐
性风险增加， 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强化。在
当前阶段，保险业正经历着一场变革———走
在“保险姓保，回归保障”的路上。

今年以来，我省保险业转型加快，给消
费者提供更具保障价值的保险服务。 理赔
上，“秒赔”“瞬时达”“极速理赔” 等涌现；发
展方式上，由依赖趸交(一次性交清保费)转
向续期拉动；增长动力上，投资理财型产品
转向保障型健康产品……

对比今年一季度湖南主要寿险公司保
费收入情况发现， 各险企加速回归保障，渠
道、期限、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理赔升级， 极速极暖服务
渐成主流

“8分钟理赔款就到账了，真快！”长沙市
民卜先生不幸罹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住
院，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开展重疾探访
先赔服务， 从拍照上传理赔资料到结案，仅
用8分钟，101908元全额理赔款就赔付了。

此番快速获赔得益于太保寿险推出的
“太e赔”理赔服务项目。自4月1日正式上线
以来，我省“太e赔”理赔案件量已达689件，
较之前出险到支付时效平均缩短11天。

5月1日，太平人寿保险“秒赔”项目在湘
全面上线。家住常德的勤勤小朋友成为湖南
首位体验“秒赔”服务的客户，从受理到结案
仅2分钟，带来了极速极暖的理赔新体验。

此外，新华保险将小额理赔额度升级至
5000元，并对责任明确、材料充分的个人医
疗险实施理赔款“瞬时达”。

回归保障，理赔先行。目前，省内的中国

人寿、人保、平安、泰康、吉祥、阳光、富德生
命等险企为提升客户体验， 简化理赔手续，
纷纷运用移动端理赔受理工具。除了理赔提
速，还支持医疗、身故、重疾等复杂案件的理
赔申请，提升“去柜面化”服务能力。

比如“秒赔”项目，理赔申请提交后，会
自动将案件分配至对应的渠道进行处理，代
理人也会实时转达案件处理进度，客户既不
用跑腿，也不用操心，轻松获赔。

产品优化， 保障型健康险
持续发力

在“保险姓保”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
驱动下， 由依赖趸交加快转向续期拉动，投
资理财型产品退出，回归本源的保障型健康
险产品成为行业发力重点。

今年2月，新华保险在我省启动“健康进
万家”大型客户关爱活动，并推出了多个与
健康险相关的产品组合。除“健康无忧”主附
险组合套餐外，还包括了可直接附加于其他
有效主险的附加险。

5月，新华保险顺就市场需求，推出养老
保险“安享人生”，为55-70岁老年人群规划
养老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平安人寿对主力保障型产品“平安福”进
行优化升级；同时，细分客群，开发具有癌症
多次给付、长期残疾护理、高端终身寿险等保
障功能的产品，构建多元化保障供给体系。

吉祥人寿则推出了鸿福一生年金保险
等长期期交产品，促进银保业务价值转型。

在年金保险方面，还有险企拉长年金产
品的给付期， 发挥年金产品的生存保障功
能；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方面，则将被保险
人按照不同的健康因子区分定价，提高科学
定价水平。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在新认
为， 伴随民众保险意识的不断提升，“医疗+
重疾”的商业保险保障有望成为越来越多保
险客户的“标配”，将为健康险市场转型提供
更强劲的动力。

创新加速，金融科技为保险赋能

以金融科技赋能保险服务，优化服务体
验，成为各大险业的不二选择。

5月13日， 中国太保寿险客户服务节湖
南分会场活动在全省14个市州启幕，做出八
大服务承诺，借力金融科技，提供极致服务。

其中，“小额医疗自助极速赔”通过“太
平洋寿险”APP或“神行太保”提交申请，可
当日赔付；“创新扶贫理赔零距离”为建档立
卡贫困客户开设绿色理赔通道，提供免费远
程伤残鉴定服务。

对接场景化、规模化、个性化的消费需
求，险企纷纷布局以人工智能、云平台、区块
链为主的产品，实现承保、核保、定损、理赔
的智能化，比如数字新华、科技国寿、掌上人
保等。

“在回归保障的大背景下，平安正在加
速将大数据、 人工智能转化为实际价值，挖
掘金融科技和数字健康方面的机会。” 平安
人寿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杨卫直言，平安越来
越像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记者了解到，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已推
出业内首创的“AI客服”，通过人脸、声纹等
生物认证技术和大数据匹配，可远程核实客
户身份信息，实现“在线一次性业务办理”。

这些新模式，将前沿科技运用到保险价
值链的各环节， 让保险服务变得个性化、智
能化， 培育了年轻一代购买保险的消费习
惯，激活了保险市场巨大潜能。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孟姣燕）为
促进湖南乡村旅游快速健康发展， 新修订的
《乡村旅游区（点）经营基本条件》《乡村旅游
区（点）星级评定准则》日前发布。

新标准明确，乡村旅游区（点）是指以乡
村自然生态环境、 乡村历史文化遗产及农业
生产、农家生活等为主要旅游吸引物，并具备
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和旅游经营管理机构的
区域和经营实体。

新标准分别从场地设施、生态环境、安全
和卫生、服务功能、管理等5个方面提出了新
的标准规范。新标准明确，乡村旅游区（点）主
体建筑和配套建筑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景

观相协调；交通方便，可进入性好，有停车位
和停车场；宜设置位置合理的游客接待中心，
全景图、导览图、景物介绍牌、交通指示牌、警
示牌等分布合理；生活污水应经处理后排放；
建立安全预警机制、紧急救援机制、游客承载
量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处理应急机制； 餐厅
布局合理、清洁卫生，有完善的防蝇、防尘和
防鼠设施； 应提供采光通风良好的客房，床
单、被套等用具干净整洁，做到一客一换。

同时，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标准
依然保留五个星级， 并分别提出相关必备检
查项目， 必备项目达标后， 方可进入评分程
序。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黄利飞）5月
13日晚间，电广传媒发布公告，公司与华为
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共营AMI
（AI人工智能，MR混合现实，IP知识产权）数
据中心， 协同建设中国领先的云端协同全媒
体云制播平台、 智慧城市运营云平台和服务
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的公有云平台。

协议显示， 双方将以AMI数据中心为驱
动，升级广播电视网络ICT（信息、通信
和技术）架构，共同探索区域性、行业性
公共媒体融合制播基础平台应用环境，
发展智慧传播、智慧家庭、智慧城市体
系建设，共同推动广电业务的发展。

双方还将共同推进下一代广播电
视网基础设施建设， 共同探索有线无
线融合应用消费场景， 提升广播电视
网络在社会信息化基础作用。

为推动合作进展、 推进项目实施
落地， 双方将在内部分别设立战略专

项工作小组， 并针对具体项目开展联合市场
调研、联合市场推广，发挥双方优势资源，共
同拓展优质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电广传媒表示， 本次合作是公司转型升
级、培育打造“智娱经济”新模式经营战略的
主动作为；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将使公司借助
华为的技术优势， 加快新业务、 新业态的形
成，提升综合竞争力。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曹娴）核聚
变能源是未来理想能源。5月11日至12日，第
五届“核聚变堆材料FORUM”在长沙举行，
围绕核聚变材料堆研究领域展开研讨交流。

核聚变堆材料论坛是我国核聚变领域
的品牌盛会， 自2014年来已成功举办四届。
今年吸引了来自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3家研究院
所、34所高校、20家企业的500余名专家学
者与研发人员参会，盛况空前。

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即聚变
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 是中国自主
设计和研制并联合国际合作的重大科学工
程。 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作
CFETR材料需求的报告，北京大学物理学学

院副院长王宇钢教授介绍了中国聚变堆材料
发展路线图， 中南大学范景莲教授介绍了
CFETR细晶钨偏滤器材料的研究进展等。

中南大学副校长周科朝介绍，中南大学
在难熔钨、钼合金材料研究方面拥有强大的
研发实力， 作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ITER）和CFETR的成员单位，将致力于为
我国核聚变研究提供合格的高性能钨材料。

此次论坛由国家磁约束核聚变专家委
员会主办，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长沙微纳坤
宸新材料有限公司、长沙市经信委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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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回归保障在路上

乡村旅游评星出台新标准
从场地设施、生态环境、安全和卫生、服务功能、管理等

5个方面提出新要求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申福春 陈凯军） 破解绿水青山掩盖下
的贫穷，离不开科技进村入户。省林业厅今天
启动“2018年深度贫困县林业科技服务进村
入户全覆盖活动”，100余名科技人员进村入
户，教农民学科技、用科技。

目前，湖南深度贫困地区多数在林区。打
好脱贫攻坚战， 全省林业部门已在各贫困县
完成营造林700万亩， 帮助贫困地区林农获
得劳务收入逾10亿元。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
种上了油茶、板栗、核桃等经济林木；不少农
民还发展林下种养，种植天麻、茯苓，散养土
鸡，开办“林家铺子”，做旺森林旅游。

省林业厅在调研中了解到，在一些深度贫
困地区，林农对实用技术掌握不充分，导致造
林技术含量不高，林下经济效益打折扣。针对

这一情况，省林业厅深入开展林业科技进村入
户行动，重点示范油茶新品种栽培、板栗低产
林标准化改造、 林下特色种养等10项实用技
术，同时提升森林抚育经营、大径材培育的水
平，帮助林农脱贫增收。

据了解， 此次100余名科技人员分成11
个小组，分别由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带队，深
入永顺、 龙山等11个深度贫困县， 重点帮扶
339个深度贫困村，发放技术资料，现场座谈
答疑，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技术培训，并到林
地现场示范经济林木的修枝整形，林木抚育、
育苗等技术。

“油茶博士”陈永忠所在的小组当天到达
永顺县，与油茶种植户座谈。他表示，百姓不脱
贫，帮扶不脱钩。农民种油茶遇到技术难题，可
随时电话联系，确保油茶结出“脱贫果”。

林业科技进村入户助脱贫
重点帮扶339个深度贫困村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申喜志 王诗梦）5月10日，长沙中大冶
金设备有限公司和长沙华泽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借助农行湖南分行771万元的厂房贷，像
居民买住房一样通过按揭贷款，购买了厂房。
今年，农行湖南分行普惠金融（能有效、全方
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
体系）加速运行，至4月底，小微贷款余额359
亿元，比年初净增18亿元，获得省政府小微企
业风险补偿资金3272万元，居同行业首位。

“拓展普惠金融是农行湖南分行的重大战
略部署和重大经营战略转型。”农行湖南分行行

长陶伟梁告诉记者，为推动普惠金融加速运行，
今年，农行湖南分行实施了普惠金融“4330”工
程，即依托“银政、银保、银担、银税”4大营销合
作平台， 打造“供应链”“政府增信”“产业集
群”3大重点服务模式，围绕重点园区和市场打
造30家普惠金融专营支行。在机制建设上推出
51项具体举措来保证普惠金融的快速运行。

目前， 该行已与湖南省中小企业担保公
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进行全面合作，
厂房贷、湘汇贷等特色贷款产品已获批实施，
正加速投放；数据网贷、税银通等创新产品正
加速推进。

农行湖南分行普惠金融加速运行
至4月底小微贷款余额359亿元，厂房贷、湘汇贷等加速

投放，数据网贷、税银通等加速推进

电视湘军引领“智慧广电”
电广传媒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智慧传播等方面

开展合作

第五届核聚变堆材料论坛在长举行

探访长沙
“第二水源”

5月14日，市民在参
观长沙“第二水源”———
浏阳株树桥水库。当天，
长沙水业集团举行长沙
引水工程市民开放日活
动， 组织市民代表参观
株树桥水库以及输水管
线， 引导市民珍惜水资
源，爱护水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王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