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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惠，不仅仅是便宜的
价格，更是通过保险、互联
网、大健康服务的整合创新，
使客户以低成本、高效率，获
得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陈东升认为:“过去保险
公司卖健康险产品,卖养老
险产品，至于客户到哪儿就
医、如何养老，与保险公司没
有关系。现在我们把虚拟的
金融保险产品与现实的医养
实体服务结合起来，形成一
个‘从摇篮到天堂’的全产业
链商业服务模式，让人们更
健康、更长寿、更富足。”

人寿保险关心人的生老
病死，医养是自然的延伸，泰
康希望影响中国老年人对生
命的态度，对生命质量的追
求。在一流的硬件环境的基
础上，通过医养融合实现对
老人身体的照护和心灵的关
怀。

2017年1月18日，泰康
之家·粤园在广州萝岗开业
运营。历时9年，泰康全国
候鸟式高品质医养社区布局
落地，实现北、上、广一线城
市的连锁运营。此前，分别
于2015年、2016年开业的
北京燕园、上海申园养老社
区，获得了包括北大教授钱
理群、央视前副台长陈汉元
等入住居民及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可。

从2008年起，泰康人寿
就开始拓展健康管理服务，
相继推出“电话私人医生”

“健康体检”“重疾绿通”等多
款健康增值服务。截至
2016年年底，健康服务客户
数达到1175万人次，逐渐形
成了从咨询到看病就医的

“天网+地网”式服务网络。
泰康人寿首推的“重大

疾病就医绿色通道”服务延
伸满足客户的全面需求。当
客户经二级以上医院初步
诊断罹患公司约定的重大
疾病或轻症，经医生建议需
二次诊断安排专家门诊、住
院或手术时，客户可以申请
泰康人寿的重大疾病就医
绿色通道服务。泰康将协
调安排国内知名三甲医院
的专家为客户提供全面、详
尽的诊疗服务。目前“重大
疾病就医绿色通道”已覆盖
31个省市自治区的526家
三甲医院。

泰康人寿对客户的关爱
还体现在慢病关怀方面。泰
康人寿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为
慢病理赔客户制定专属健康
提醒，涵盖疾病基础知识、营
养膳食指导、运动方式方案、
中医保健常识等多方面，通
过线上微信推送，线下递送
关怀函的形式对客户进行长
期持续的健康引导。

为了向客户提供更高水
平的健康管理服务，2015年
8月，泰康旗下专业健康管
理子公司正式开业。该公司
通过现代预防医学、生物基
因学以及移动互联、人工智
能、远程传感等专业技术手
段，为泰康客户提供健康体
检订制、基因检测、个人健康
档案管理、就诊绿色通道、齿
科服务、私人医生、海外就
医、国际转诊等服务。

同年，泰康宣布创新推
出公司首款“甜蜜人生 A
款”糖尿病健康关爱计划，首
次为糖尿病患者这一特定人
群设计专属产品，提供糖尿
病严重并发症保险，通过医
疗级血糖仪检测设备、手机
移动端血糖管理软件随时监
测病人血糖波动，进行药物
干预、饮食干预，协助客户做
好慢病管理，从而改善客户
健康水平，有效延缓病程、降
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客户提供从“防”到“治”的整
体解决方案。

向健康管理领域的深入
发展，让泰康的角色由单纯
的事后理赔向事先防范、事
中干预转变，帮助客户做到
疾病的早预防、早发现、早治
疗。这为泰康赢得了良好口
碑，也让客户在获得保险经
济赔偿的同时，获得了更多
实惠。

这样的创新，源于泰康
对生命的领悟与尊重。泰康
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
东升表示,泰康始终关注人
的健康，关注人的未来，关注
客户“从摇篮到天堂”持续一
生的财富与健康需求。未
来，泰康将紧密围绕客户需
求，持续提升客户体验，营造
诚信保险文化，切实保障消
费者权益。泰康通过一系列
保险、互联网、大健康服务的
结合创新，让保险更安心、更
便捷、更实惠。

让保险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泰康启动诚信销售与客户体验工程,让每一句承诺都如约践行

“让保险闪耀人性的光辉，让生命的旅程流光溢彩！”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泰康二十周年庆典上动情地说。二十
年，泰康不断拓展保险的边界，丰富保险的内涵，对保险的理解实现了从家庭保障功能到一种生活方式、再到尊重生命的思想和认知升
华，对保险销售与服务的理解不断打破传统边界，力图让泰康客户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获得最优的服务和体验。

近期，泰康启动了诚信销售与客户体验工程，在20年来树立的良好口碑基础上，泰康再次出发，让每一句承诺都如约践行，每一次
服务都贴心到位。让保险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这不仅是泰康的发展愿景，更是对每一位客户的郑重承诺。

买保险最重要的就是遵守
契约精神。泰康自成立伊始，
就深刻意识到理赔是保险价值
的本质体现。因此，泰康坚持
把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护
每一位客户的权益，用实际行
动为客户履行服务承诺，让保
险买得更安心。

1996年11月，一个划破手
指的小男孩，成为泰康人寿第
一个理赔客户，陈东升专程送
去254元理赔款。

2010年，“信义兄弟接力
送薪”感动中国。湖北建筑商
人孙水林，为抢在大雪封路前
给民工发工钱，连夜从天津驾
车回家时遭遇车祸，一家五口
遇难。为替哥哥完成遗愿，弟
弟孙东林在大年二十九赶回家
乡，给 60 余位农民工发放了
33.6万元工钱。不幸罹难的孙
水林一家正是泰康人寿的客
户，泰康人寿在5个工作日内
便完成所有理赔程序，将41万

元理赔金及1.7万元的分红支
票送到孙水林唯一幸存的女儿
手中。

2015年春节，台湾复兴空
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泰康人
寿当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推出七项应急响应服务举
措，发现一名泰康客户不幸身
故。该客户投保了泰康“飞常
保”，保额100万元。随后，泰
康人寿安排人员一对一联系、
安慰被保险人家属，告知公司
提供的国际救援内容并确保服
务不中断，并于第二天就赔付
了100万元保险金。这只是泰
康二十年来对重大突发灾害事
件高效应对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泰康人寿进一步
建立起快速发现、快速应对的
应急机制。遇重大突发事件，
确保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力求
最短时间内做好理赔服务。上
海教师楼失火事件，3小时之内
完成理赔；汶川地震，在震区全

面设置理赔点，赔付618万元；
玉树地震，13小时完成理赔；舟
曲泥石流，三地联动20小时结
案；伊春空难，24小时内陈东升
亲自把保险业第一笔理赔款送
到客户家中；马航空难，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设置服务点安抚家
属……从2002年到2016年年
底，泰康人寿共应对处理重大
突发事件660余起，排查发现
泰康客户838人，累计赔付金
额4359万余元。

数据显示，1996年成立至
2016年年底，泰康累计服务客
户1.85亿人，承担风险保额近
50万亿元，累计赔付金额258
亿元，为超过1461万人次支付
了理赔款。泰康人寿小额理赔
（赔付金额≦3000元）业务时
效仅需1.03天，现场理赔10分
钟就能完成。泰康以高效、专
业的理赔服务兑现保险承诺，
深得广大客户及家属的认同和
好评。

在践行承诺的同时，泰康
人寿也在不断创新。泰康人寿
用最前沿的技术和理念，用新
思维、新观念满足客户的新需
求，围绕客户核心诉求“手续再
简便一点、效率再提高一点、服
务再贴心一点”，着力提升服务
品质，为客户持续提供更便捷
的服务。

理赔最怕麻烦，特别是医
疗费用报销，需要提交的发票
多、单据多，一直是保险客户最
为烦心的问题。泰康人寿推出
的手机理赔服务解决了这一难
题，其微信自助理赔、预约上门
收取发票的独特理赔方式，实
现了全险种、全流程微信远程
办理。这一方式大大方便了客
户，让理赔不再跑腿，时效也显
著提高。

李女士曾为儿子购买过一
份泰康人寿的医疗保险，儿子
因过敏性紫癜住院治疗后，她
准备去保险公司理赔，却碰巧
赶上了交通限行。她拨通
95522理赔电话，泰康的工作
人员告诉她，完全可以通过微
信申请理赔，同时微信预约工
作人员上门收取发票原件等理
赔资料。次日，工作人员如约
出现在李女士的面前收取资
料 ，没 过 多 久 她 便 收 到 了
4663.8元理赔款的到账通知。
对于第一次办理赔的李女士来
说，这次服务超乎预期。

这正是手机理赔服务。小
到百元的摔伤理赔，大到百万
元的意外事故赔偿；无论是简
单案件，还是需要提交发票原

件的住院医疗报销，均可享受
微信预约、上门理赔服务。

经过流程改造和服务升
级，手机理赔攻克了最后一道
技术难关，解决了医疗费用型
险种原件递交的问题，实现了
全险种、全流程的微信远程理
赔。客户只需关注“泰康人寿”
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拍照上
传理赔资料，均可进行自助理
赔。如需要提交原件的，可以
点击预约，填写上门服务时间、
地点等信息，预约服务人员上
门取件。空中理赔，地面对接，
大大缩减了办理的时间，节省
了客户的精力。据了解，仅
2016年，泰康就为超过22万位
客户提供了便捷的手机理赔服
务。

患者李先生因高血压住院
治疗，出院时，医院核算他此次
住院共产生医疗费3707.67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523.59元，其余自费，而医院却
只收了李先生 178.88 元。起
初，李先生也一头雾水，觉得一
定是医院弄错了。问了工作人
员才知道，他此前投保的泰康
人寿健康险为他支付了保险金
2777.5元，医药费、医保、商业
健康险可以在出院窗口一站式
结算，仅用时三分钟。李先生
直言这样快捷的服务非常便
民。

李先生的便捷体验得益于
一套名为“健保通直付”的系
统。借助这个先进的系统，泰
康人寿实现了与医院的无缝对
接。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获悉客

户住院，从患者住院即启动理
赔程序，理赔人员主动上门到
病房进行慰问与理赔资料上
传，出院时理赔款直接付给医
院，患者只需在出院窗口支付
剩余医疗费用。

截至2016年年底，泰康已
与近500家医院签订“健保通”
合作协议并开展健保通直付式
理赔服务，覆盖27个省市自治
区，累计服务客户4万余人次，
累计赔付金额近4000万元。

“手机理赔”与“健保通直
付”都是泰康广受客户欢迎的
服务项目。为了进一步方便客
户，2016年泰康将两大服务整
合，打造了“康乃馨理赔服务”
品牌。这一举措大大缩减了理
赔办理的时间，彻底颠覆了传
统理赔“由客户先买单、保险公
司后理赔”的模式，真正实现了

“足不出户”“免申请，零等待”。
泰康人寿理赔负责人表

示：“人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
往往就是生病躺在病床上的那
一刻，此时保险公司的主动慰
问与及时理赔就显得尤为重
要。‘康乃馨理赔服务’的推出，
对患者而言，解决了理赔流程
繁琐的问题，及时缓解了患者
的经济负担；对医院而言，解除
了患者拖欠医疗费用的担忧，
通过医院-保险公司合作平台
造福了社会；对于保险公司，主
动、热心的服务则大大提升了
客户满意度与客户黏性。总
之，实现了患者、医院、社会、保
险公司的共赢。”

真诚理赔 让保险更安心

服务创新 让保险更便捷

保险与医养相结合 让保险更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