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30日 责编关菁菁 美编唐鼎 邮箱 dahebaojrzx@126.com理财市场 AⅡ·02

“保险让生活更美好”系列报道——

跟着建行，邂逅最完美的掌上生活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牛玉洁

休闲时光怎么过更有意思，建行为您提供了若干选择。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建行
活动大集逛一逛吧。

“善融·河南特色馆”是依托总
行平台推出的地方特色商品汇，着
重突出精专特优及区域特色，汇集
河南省涉农领域的特色商品，打造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善融商务品
牌形象。河南特色馆精选郑州、焦
作、开封、信阳、南阳、三门峡等区
域17个商户，以“豫游记”为主题，
推荐四大怀药、信阳毛尖、开封小
吃、郑州烩面、固始特产等极具河
南风味的地方特色美食酒饮商品，
为建行客户呈现别具一格的河南
韵味。

善融河南特色馆的上线是河

南建行发挥区域优势，整合行内外
资源的初步成果，是聚合区域特
色，助力涉农行业发展，撬动大众
需求的实际举措。此外，为回馈广
大建行客户，适应移动金融需求，

“建行善融商城”客户端近期华丽
转身，手机端限时抢购、团购精选
惊艳亮相，信用卡积分抵现、分期
优选等你发现。建行善融商城是
建行推出的一款移动购物类应用
客户端。该客户端界面简洁清新、
操作简便快捷，同时还具备使用便
捷、支付安全便捷、特色活动形式
多样等功能，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

安心、阳光的贸易服务。
精彩实惠岂能错过，每天上午

10点，下午2点，晚上8点整点限
时抢购准时赴约。每场12款商
品，汇聚地方特色，邂逅大牌名品，
不一样的缤纷呈现，一样的折扣大
促；不想抢购，来团购，“每周一个
品牌特卖”，为您提供最心动的火
爆商品，最优惠的尝鲜新品，每天
一款高性价比9.9元商品等你来
拿；想省钱怎么办，电子券支付、信
用卡积分抵现快捷支付、建行账号
支付等，建行信用卡积分在善融商
城可以直接当钱花。

相遇是缘分，邂逅更是一场
完美的旅行。

2017年3月31日，建行手机
银行4.0版正式发布。同时推出
价值近两千万元的主题营销活动
——“遇见新版 邂逅千万豪礼”
活动开启。活动从2017年6月5
日起持续至2017年8月6日。

●邂逅健康：“邂逅健康”活
动页面，每周五10：00起，用户
可99元抢购建行专享体检套餐，

平均每周150份，先到先得。
●邂逅美食：活动一：9元吃

“周黑鸭”。在“邂逅美食”活动
页面，每周五10:00起，用户可9
元抢购“周黑鸭”电子券一张，
价值24元，平均每周9500张，先
到先得。活动二：19元喝“星巴
克”。每周五10:00起，可19元
抢购星巴克大杯券一张，平均每
周5800张，先到先得。

●邂逅旅行：在“邂逅旅行”

活动页面，选取国内长线、出境短
线、出境长线3种线路作为活动
产品，用户进入某条线路的子活
动页面，支付固定金额，即可获
取：①对应金额话费券；②一次抽
奖机会，赢取低价购买该条线路
的资格；③对应金额的途牛优惠
券。每条线路设定参与活动人数
为100人，当线路子活动满足参
与人数后，该子活动结束，从中抽
取1名中奖用户。

火热夏日 完美邂逅建行手机银行

买买买 善融河南特色馆 给你重温“家”的味道

□记者 席韶阳

线下网点，16家快赔中心覆盖郑州；线上平台，15分钟即可理赔

线上+线下 车险理赔更便捷

●邂逅爱情：活动一：给
心仪的TA一张影票。在“邂
逅爱情”活动页面，每周一10：
00起，用户在“配对抢占电影
票”专区，输入自己和心仪的
TA的姓名与手机号码，可抢两
张免费电影票。平均每周100
张免费电影票，先到先得。

活动二：购票立减 20
元。每周三10：00起，用户
进入“购票立减20元”专区，
在线选择影片、影院、座位
后，点击“购票”，使用龙支付
或他行卡支付即可享受每张
票立减 20 元。平均每周
4700张优惠票，先到先得。

活动三：幸福大礼包。在
“邂逅爱情”活动页面，每周四
10：00起用户进入“幸福大礼
包”专区，玩小游戏成功后可

参与抽奖，用户中奖后，输入
手机号码领取奖品，奖品自动
绑定到手机号码对应的格瓦
拉账户内。每周奖品有：免费
电影票500张，9元观影资格
码1000张，10元格瓦拉电影
抵值券200000张。

活动四：9元约影。在
“邂逅爱情”活动页面，每周
五10:00起，用户进入“9元
约影”专区，可9元抢购电影
票，支持龙支付及他行卡支
付，平均每周10000张，先到
先得。

●邂逅娱乐：在“邂逅娱
乐”专区，每周五10：00起，
用户可9元抢购爱奇艺视频、
优酷视频、乐视视频、搜狐视
频、腾讯视频会员月卡。平
均每周8200张，先到先得。

核心提示 | 线上快处快赔，5分钟事故定责，15分钟完成定损理赔；线下快速理赔，省会郑州
已布局16家线下快赔中心，分布于郑州市东南西北中以及周边的航空港区和新郑。

线上线下联动，郑州的车险快速处理快速理赔服务系统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让车险理赔
日益便捷。这也是近年来河南保监局、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持续努力的结果。

>>线上理赔 5分钟定责 15分钟理赔

近年来交通事故增多，其中仅
造成财产损失的轻微交通事故愈发
常见，如何让小剐小蹭类的交通事
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

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机制就是专门为解决此类问题
而推出的。在河南保监局和河南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联手推动
下，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机制今年初出台，借助“河南省道
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手机APP
软件，5分钟即可生成事故责任认

定书，15分钟左右完成整个事故
快处快赔过程，实现轻微交通事故
远程定责，远程定损，快速理赔，解
决道路轻微交通事故处理和理赔
时间长、效率低的问题。

据悉，快处快赔事故类型，
适用于两车碰撞事故或单方事
故，或仅造成财产损失的机动车
碰撞交通事故。简言之，车能
动，人未伤，有保险，车有牌，人
有证，没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预估损失在5000元以下的交通

事故，均可通过快处快赔APP，网
上快速处理。目前，该系统的适用
时间是每天早6：00至晚8：00。

据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有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交通事故线上
快处快赔平台，可实现交警远程
定责、下达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
公司也可远程定损、赔付，既方便
了群众，缓解事故处理岗位警力
不足的问题，也能有效防范因事
故现场撤除不及时引发交通拥堵
和二次事故。

>>线下快赔 16家快赔中心布局郑州

除了方便快捷的线上“快处
快赔”平台，郑州的车主一旦出
险，还可就近选择“交通事故保
险快速理赔中心”（简称快赔中
心）处理小剐小蹭事件。

据介绍，目前，郑州的“快赔
中心”已达16家，范围覆盖郑州
中心城区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
向以及航空港区和新郑。据悉，
新密的快赔中心也在筹备之中，
预计近期将开业。

据悉，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
畅通，缓解交通事故引发的道路

拥堵，提高城市道路通行效率，
郑州市公安局和河南保监局于
2008年联合出台《郑州市机动车
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试
行）》，在郑州市重点位置设立

“交通事故保险快速理赔中心”。
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9年来，郑州市的快
赔中心逐渐发展壮大，按照便民
服务、缓解交通、合理布局的原
则，河南省保险行业协会、郑州
市公安局不断努力，加快了快赔
中心设置的步伐，以尽快实现郑

州市区快赔中心的全覆盖，方便
车辆碰撞小额损失快速处理，缓
解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交通拥堵
等各类矛盾，让越来越多的车辆
通过快赔中心实现就近处理简
易交通事故、获得快速便捷的理
赔服务。

目前，郑州的十多家快赔中
心与线上的“快处快赔”平台共
同构成了郑州快处快赔服务
网。而且，快赔中心作为网上快
处快赔的辅助和补充，为方便客
户快速理赔提供更多选择。

理赔中心 地址 报案电话

顺 达 尔 农 业 路 与 政 七 街 交 叉 口 东 侧 路 南
65700000
贰仟家 花园路与宏明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
65550588
万通 花园路与国基路交叉口北500米天伦路向
东1000米路南 65553111
豫 中 航 海 东 路 与 第 八 大 街 交 叉 口 路 北
62000066
新宏源 航海路与行云路交叉口路北 68761300
裕华 郑汴路中博汽车广场 18237125383
兴华 淮南街与郑航街交叉口向东20米路北
13938568309
车益驰 中州大道与石化路交叉口向西1000米路
北 55002855
红黄蓝 农业路与沙口路交叉口向北500米路西
67368588
曙光 长江西路与工人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
63765858
玉轺 嵩山北路与二环支路交叉口东北角
66898888
悦诚和谐 郑东新区商都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
中集物流中心B座 89999000-9
福帝 新郑市郑韩路与107国道交叉口向北
200米路东 62671110
隆鑫 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裕鸿世界港向北
300米交警队东50米 55031666/15333822011
智通 中原西路与西三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
18237138080
华强 顺河路与城东路交叉口向西500米路南
66269611/66028603

郑州市快赔中心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