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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成立25年以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形成覆盖客户“生、老、病、死、残”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体

系，助力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新华保险在成立 25 周年之际，推出多

倍保障庆典版系列产品，致敬经典，全新上

市，致力于为消费者摒除后顾之忧，从容应

对人生的每个阶段，以更出色的产品强化对

消费者的保障力度。

“多倍保障”是新华保险的品牌产品。

2016 年 6 月，新华保险联合国际再保险公

司，以先进的设计理念丰富产品内涵、增加

保障层次，推出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系列

产品。上市以来，累计保费总量超 700 亿

元，为300万个家庭提供健康保障。

本次推出的多倍保障庆典版系列产品

包括多倍保障重大疾病保险（庆典版）（简称

“多倍保障庆典版”）和多倍保障少儿重大疾

病保险（庆典版）（简称“多倍保障少儿庆典

版”），是保障病种丰富、分级守护、多重赔

付、9/19年交的终身健康险，旨在帮助更多

消费者构建有力的健康风险保障体系。

健康是人人关注的重要话题，健康险

在提升国民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减轻家庭负担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在公司战略指引下，新华保险凝心

聚力，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用优质的

产品为客户全生命周期提供保险保障。自

成立以来，新华保险恪守初心，以寿险为中

心，以保障为特色，履行企业责任与社会责

任，积极布局养老与健康服务产业，不断推

出符合百姓需求的产品，用行动诠释“关爱

人生每一天”的企业宗旨。未来，新华保险

将积极拥抱市场，多维度、多层次结合健康

管理服务，让健康保险发挥更充分的保障服

务作用。

8月2日，2021年《财富》（Fortune）世界500强排

行榜正式发布。在党建引领和“1+2+1”战略指引

下，新华保险“二次腾飞”取得良好发展成果，继2016

年、2017年两次登榜后，再度以295亿美元的营业收

入第三次入围榜单，排名第415位，创公司在《财富》

世界500强排名新高。这是新华保险继今年5月位

列《福布斯》（Forbes）“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榜单第

356位后又获认同，再度成为“双世界500强”。

《财富》和《福布斯》世界500强评选，是业界

公认的重要社会机构评价，宏观上反映了一国乃

至全球经济的整体变动情况，被称为“世界经济的

晴雨表”，微观上在全球范围内横向比较了不同企

业的业务规模与整体发展实力，是全球公认的企

业整体实力评价指标之一。作为国内领先的大型

寿险企业，新华保险先后多次入围两个榜单。

近年来，新华保险持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1+2+1”战略构想的全面

落地，寿险业务、财富管理、康养产业、科技赋能发

展均取得了显著成果，“二次腾飞”成效初步显现。

2021年适逢建党百年华诞，也是新华保险成

立25周年、A+H同步上市10周年，公司再度成为

《财富》《福布斯》“双世界500强”，标志着新华保

险从国内领先保险品牌迈向国际优秀品牌的再度

跨越，将为公司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经营

坚持保障为本 守护美好生活
——新华保险推出“多倍保障庆典版”系列产品

多倍保障庆典版系列产品五大特色：

注：1.*标记处，重度疾病赔付后其他组别轻、中、重度疾病保障继续有效，特指85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不含）前的情形。 2.以上内容供参考，产品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以条款和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新华保险再度入围《财富》《福布斯》世界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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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年的深耕布局，新华保险已经形成了“康养综合社区+照护医养社区+休闲旅居社区+健康管理中心”

的全功能康养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康养、医养、旅居、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在康养结合、多网点、

全产品的发展战略下，新华保险正在推动打造“保险—客户—康养 ”生态圈，致力于成为新时代健康生活理念的

传递者、帮助客户改善健康与品质生活的合作伙伴。

新华家园北京延庆颐享社区
新华家园北京延

庆颐享社区位于北京

市延庆区，定位于康

养、乐活主题，是融合

“长住养老、旅居度假、

短期康养”功能，满足

多代际共欢的大型康

养社区。项目绿化率

高达51%，一期将为长者提供近200套适老化长住公寓和100余套按照星级标

准打造的短期体验客房，配套近1.7万平方米度假体验中心、文化活动中心、膳

食营养中心、智能健管中心等大型健康文娱公共会所，既可提供专业的长期康

养服务，还可以提供短期养老体验、疗愈型健康套餐等体验型产品服务。

针对入住居民，社区可提供涵盖管家服务、餐饮服务、学院服务、健康管

理、旅居服务5大板块共计218项标准化服务内容、189项适老化设施设备服

务项目，能够全面满足居民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运动健身、营养美食、社会

交往、理财服务、精神慰籍等新时代的养老生活需求。在标准产品之外，社

区还将提供20余项个性化尊享服务，如医学运动、老年美体、心理疗愈、慢养

深度睡眠、老年综合症调理等，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

未来，公司康养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将围绕公司业务水平达成“站稳第一梯队，实现二次腾飞”这一整体战略目标，贯彻落实“1+2+1”发展战略，聚焦解决个人客户特别是高净值客户的养老、医疗

等痛点问题，加快康养产业投资布局，以“保险+服务”的形式持续提升公司保险产品附加值，推动建立具有新华特色的“保险—客户—康养”生态圈，在康养产业与寿险主业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为客户

提供医、康、养三位一体的差异化服务和卓越体验，进一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寿险保障和康养服务需求，提高新华保险的市场竞争力，助推公司早日实现“二次腾飞”的发展目标。

康养产业未来规划

新华家园北京莲花池尊享公寓

新华家园北京莲花池尊享公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定位为城区

医养结合、介助介护型养老公寓，总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可提供350张

床位。该项目自2016年底投入运营以来，不断优化管理架构，提升护理水

平，拓宽客户渠道，经营状况持续向好，入住率与营业收入逐年上升。

新华家园海南博鳌乐享社区

新华家园海南博鳌乐享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总建筑面积约13.6万平方米，容积率1.05，包括

1600余套养老居住房屋及健身、娱乐、餐饮等配套设施，定位为养老养生社区，向客户提供亲近自然的休闲旅

居体验。

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健康”）于2012年12月13日成立，是国内第一家获得中

国保监会批复设立的保险公司健康管理投资平台。2016年，新华健康通过增资引入爱康国宾、莱蒙国际两家

战略合作伙伴。

新华健康目前共有19家健管中心，自营服务网络触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地区。近年来，

新华健康积极搭建专业化健康服务体系，完善服务能力，为寿险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健康管理服务。

北京新华卓越康复医院
北京新华卓越康复医院（以下简称“康复医院”）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总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设

有齐全的门诊、临床、康复、医技科室20余个，床位100余张，是一所集康复治疗、健康管理、综合医疗、护理服

务为一体的二级康复医院。

康复医院于2017年底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8年中正式对外营业。康复医院打造、培育、健全康

复医疗体系和建设，以运动及骨科康复、老年康复、神经康复等特色专科为主线，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服务水

平，在业内逐步树立康复医院的良好口碑。

新华保险深耕布局康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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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智能平台融合升级

全天候零距离贴心服务

为进一步满足客户高品质服务需求，新

华保险通过多种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应用，赋

能业务场景创新，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

智慧客服体系，让客户享受智能、便捷、主动

化的服务体验。

智能咨询机器人做客户和代理人的小灵

通、大帮手。为了应对客户多样化的保险需

求，新华保险创新变革中后台服务能力，自主

研发人工智能客服“智多新”，并成功在“新时

代”APP实现首个AI布点，率先为代理人提供

智能私人助理服务。

移动保全2.0 足不出户办业务，让幸福

感触手可及。新华保险将智能技术贯穿运用

于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创新，成功构建“移动

保全2.0”创新服务模式，客户无需前往客服中

心，通过手机即可随时随地完成多种业务办

理需求。

行业首创“随信通”，智能通知办理零时

差一手掌握。新华保险已构建覆盖保单全生

命周期的电子化通知服务。2020年新华保险

在行业内首推“随信通”服务，客户接收短信

后，免下载、免注册，点击专属链接，简单三步

即可在线办理业务，同时使用OCR识别等智

能技术充分保障业务安全，为客户提供精准、

便捷、安全的自助业务办理体验，未来“随信

通”将进一步扩展服务项目和场景，成为新型

的线上业务办理门户。

智慧柜面“人—机—云”结合，打通服务

“最后一公里”。智慧柜面重点通过智慧柜员

机为客户提供多方面自助服务，综合使用生

物识别保障安全、多媒体设备保障效率、电子

签名保障效力，客户仅需“一次插卡、三步操

作”即可轻松办理保单查询、续期交费、保单

贷款、打印单证等24项保单服务，快速解决服

务需求，免去客户柜面排队的烦恼。而对于

业务复杂又不方便前往柜面的客户，新华保

险已开始试点探索“云柜面”远程视频服务，

通过构筑“人（人工服务）—机（智慧柜员

机）—云（云柜面）”相协同的新型智慧柜面服

务模式，有效降低柜面人员的低效重复劳动。

科技护航

构筑智能安全的客户权益保护屏障

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新华保险综合

运用多种AI智能技术，对可能影响消费者权

益的多个服务场景进行流程再造，探索形成

具有新华特色的客户权益保障体系。

智能微信回访筑牢权益保护“新华防

线”。新华保险严格落实监管的各项工作

要求，针对犹豫期内保护客户权益的服务，

突破传统电话回访方式，创新智能微信回

访新型服务模式，客户投保后可自助通过

微信进行智能回访了解自身权益，三分钟

即可完成。微信回访可在线人脸识别客户

身份，严控回访真实性，电子档案、电子签

名全流程可回溯，全程保障客户知情权、选

择权，切实保障客户权益。目前，超过 80%

的新单客户使用智能微信回访服务，获得

客户广泛好评。

智能外呼架起主动维护客户权益新桥

梁。新华保险使用人工智能外呼机器人主动

维系客户。2021 年智能外呼服务将持续发

力，贯穿交费、服务人员变化、信息更新等多

个环节，年主动外呼服务量将超800万。

科技打造“快理赔 优服务”新速度。新华

保险客户可通过网站、微信、客服 APP、电话

全平台24小时在线报案；5000元以下的个人

医疗险理赔，可7×24小时在线自助申请，数

十项AI智能判断，配合理赔金实时支付。目

前新华保险AI智能理赔自动化率接近50%，

2020年申请至结案件均时效0.46天，5000元

以下小额医疗险理赔申请至结案件均时效仅

0.19天，部分赔案已实现“秒赔”。

“新时代”移动平台赋能代理人

开启全新智能化投保旅程

新华保险自主开发“新时代”APP 移动

展业平台，为代理人队伍进行保单销售、服

务客户及日常管理提供了极大便利，“新时

代”APP 将客户信息全面数据化，使代理人

对于客户需求的理解更精准，为客户推荐精

准化、多层次、系列化的保险保障方案，提供

超预期的保险产品；投保过程中，融合多种

智能化手段，实现客户证件电子化扫描、智

能核保、电子合同、即时支付、电子签名认

证，将以往长达若干天才能完成的投保流程

缩短到 30 分钟以内，打造完整流畅、迅捷便

利的客户购买体验。

作为“科技赋能”战略落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华保险打造的多平台智慧服务体系在

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支

持业务发展、助推管理升级、服务降本增效等

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下一步，新华保险

将在“科技赋能”战略指引下，持续深耕智慧

能力建设，赋能服务、赋能业务、赋能管理，不

断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同时为保险行

业做出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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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4日，黑龙江伊春发生坠机空难事故。新华

保险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案件应急处理机制，24小时内，完成

对91名乘客的排查工作，确认5名新华保险客户在事故中遇

难，1名客户受伤。

8月25日，完成对其中2名上海遇难客户30万元的赔付。

8月27日，完成青岛一家三口遇难者身故保额总计460

万元的赔付，这是国内寿险空难赔付史上继法航空难巨额赔

付后产生的又一次单笔巨额理赔，也是新华保险历史上最大

的空难单笔赔付。

截至8月27日，新华保险对5名遇难客户理赔全部结束。

新华保险史上空难最大单笔赔付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左右，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

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在甬温线

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造成40人死亡，200人受伤的特大铁路

交通事故。

新华保险各地机构同时启动紧急预案，主动寻访客户。

7月24日，浙江分公司排查到新华保险一位天津籍身故客户，

在死亡证明等相关材料未齐全的情况下，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25日下午完成天津身故客户保险理赔款3.4万元。

截至7月28日19时，新华保险累计排查231人次，确认公

司客户7人，其中1名身故客户涉及保险责任。

新华保险快速响应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

2012年7月21至22日，北京市经历自1951年有完整气

象记录以来最大降雨，暴雨洪涝灾害导致多人死伤、失踪。

灾害发生后，北京分公司迅速启动理赔应急预案，要求

切实做好客户身份排查以及出险客户的理赔及慰问工作。

7月22日，得知客户石女士不幸在本次大雨灾害中遇难，理

赔人员立即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并对客户家属进行慰问。7月23

日，为客户石女士的家属进行理赔上门服务，支付5万元理赔款。

截至7月26日，北京区域内共发现77具遇难者遗体，其

中四名遇难者为新华保险客户，本次灾害赔付金额超过23万

元，豁免保费45885元。

新华保险应对7·21北京特大暴雨灾害

2013年11月25日，刘先生（35岁）与吉先生（33岁）在赤

道几内亚马拉博务工时，吉先生驾驶的工程车发生交通事故，

两人均不幸在此次事故中遇难。

刘先生与吉先生所在的公司于2013年2月分别为两人在

新华保险厦门分公司投保了《境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额

60万元，《附加环球救援团体医疗保险》，保额55万元。

接到报案后，厦门分公司理赔人员迅速展开了紧张的调

查工作。经审核，此次事故属于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公司按

照保险合同约定，共计赔付120万元意外身故保险金，7.1万

元环球救援团体医疗保险金。

境外务工遇车祸 企业客户获120万元理赔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新华保险立即启动重大突发事件I级

应急响应，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8 月 4 日，确认一企业客户员工出险，涉及身故保额 10

万元。

截至8月7日，完成震区109名客户人身安全信息确认，

确认3名客户遇难，涉及身故保险金额30万元。

新华保险于8月7日通过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设

立的“新华保险妇女儿童关爱基金”，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

4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新华保险赔付云南鲁甸地震客户

2015 年 2 月 11 日，按照新版《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

（简称“新标准”），新华保险向湖南客户李先生给付 302.4

万元理赔金，成为新标准实施以来保险业金额最大的残疾

赔案。

李先生先后投保《祥和万家两全保险（分红型）》及《附加

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保额共504万元。2014年12月，因

车辆意外碾压右腿，进行了右大腿膝关节以上截肢术。

依据新标准第七条第六款四肢的结构损伤，肢体功能或

关节功能障碍中一肢缺失标准，构成五级伤残，新华保险按照

保额60%共计赔付302.4万元理赔款。

伤残评定新标准 新华保险完成业内最大金额残疾赔付案

2015年8月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一危险品仓库发生爆

炸，并引发周边企业二次爆炸，造成44人死亡，住院521人。

新华保险获知事故后，连夜启动重大事故应急响应，紧急成立

工作组，赶往事故现场、事故救援机构、收治医院了解救援及

伤亡情况，推出“十项服务承诺”。

8月13日中午，新华保险电话中心95567接到报案，客户

李先生在爆炸案中受伤，目前在医院治疗。新华保险接到报

案后，立即赶赴医院对客户进行慰问并核实情况。李先生投

保了意外伤害和附加医疗保险，新华保险为客户开通绿色理

赔通道，将10000元理赔预付款送到客户手中，为客户及时救

治提供条件。

据了解，这也是该起爆炸事故发生后，保险行业完成的

首笔人身险赔付案件。截至11月12日，公司共计排查客户22

名，完成赔付26.38万元。

新华保险完成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首笔人身险赔付

15 分钟鉴定、3 天出具结论、1

天完成赔案、0元鉴定费用，新华保

险用远程鉴定为客户提供极致服务

体验。

2017年6月7日，新华保险理赔

人员驱车300公里从河南南阳市区

赶到西峡米坪镇石门村客户刘女士

家中，一进门水也没喝就捣鼓起手

机电脑来。

刘女士投保了《福如东海A 款

终身寿险》《附加安康提前给付重大

疾病保险》。2016年11月，刘女士突

发脑出血，经6个月的治疗和康复后

仍遗留右侧肢体活动障碍，需申请脑

中风后遗症重大疾病保险金。

考虑到刘女士家在山区，且行

动不便，新华保险特意为刘女士安

排了一场特色理赔服务——远程鉴

定，让远在北京的鉴定专家视频连

线刘女士实施鉴定。

伤残客户是理赔对象中的一类

特殊群体，对于功能性伤残需要社

会鉴定机构实施专业鉴定，但因伤

残导致肢体活动受限，客户前往鉴

定机构本身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体

力，如果地处偏远，往返成本也不可

小觑。为帮助存在困难的伤残客户

申请理赔，新华保险自 2016 年 7 月

起推出远程鉴定服务，该项服务全

程免费，最大程度让客户受益。远

程鉴定服务开创行业先河，荣获

2016年“保险扶贫服务先锋榜”等荣

誉，体现出新华保险对困难客户的

使命和担当。

小山村里来了“远方的客人”
新华保险推出远程鉴定服务

2019年2月，山东泰安Z先生被

诊断为“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原发性

肝癌”，2019年10月，Z先生向新华保

险提交了索赔申请。由于癌症诊断仅

有医学影像报告，而且相关肿瘤标志

物的检查结果又处于正常值范围内，Z

先生很可能无法符合重疾赔付标准。

一筹莫展之际，新华保险山东

分公司为 Z 先生启动了“理赔外部

专家会诊”服务，在取得Z先生授权

后，将他的相关材料递交新华保险

合作的北京权威三甲医院实施会

诊。三日后，根据专家会诊意见，结

合 Z 先生身体及治疗状况，新华保

险认定Z先生符合恶性肿瘤赔付条

件，随即进行理赔，将 10 万元重疾

保险金汇入了Z先生的账户。

为有效弥合条款定义滞后与临

床医学技术发展的矛盾，践行“应赔

尽赔”的理赔理念，新华保险自

2019 年推出“理赔外部专家会诊”

服务，针对复杂疑难案例，由公司专

门聘请国内权威三甲医院主任医师

以上专家协助实施会诊，帮助客户

寻找赔付的理由，尽最大程度保障

客户权益，化解理赔难问题。截至

2021 年6 月，新华保险已累计实施

“理赔外部专家会诊”逾300件。

“理赔外部专家会诊”服务
致力于为客户寻找赔付的理由

2020 年 1 月中旬，袁先生莫名

开始咳嗽、低烧、呼吸困难，在送往

医院后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最终抢救无效身故。袁先生生

前投保了新华保险《健康无忧D款

重大疾病保险》，保额 10 万元。在

收到报案电话后，理赔人员随即与

家属取得联系，借助微信指导家属

准备理赔材料，并通过移动签收在

线提交理赔申请。

经审核，袁先生投保的《健康无

忧D款重大疾病保险》属于针对新

冠疫情实施的 15 款个人疾病保险

产品保险责任扩展范围，且袁先生

确诊的新冠肺炎为临床危重型，可

额外获得 30%的保额，家属共计获

赔13万元保险金。

新华保险响应国家号召，与全

国人民一道齐心抗疫。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全国已累计完成新冠

肺炎相关理赔 115 件，赔付金额超

1200万元。

新华保险与全国人民同心抗疫

新华保险始终秉持“快理赔、优服务”的品牌特色，积极践行“为客户寻找赔付的理由”的理赔宗旨，自开业至

2020年，累计赔付1444万件，赔付保险金634亿元。在重大灾难、自然灾害面前从不缺席，除捐款捐物外，还积极

发挥保险保障作用，为广大客户送去方便快捷的理赔服务，彰显了一家国有控股大型上市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2021年8月15日 第16期 总第655期荣誉

主办：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新华保险行政管理部 总编辑：杨澍 副总编辑：李晓莹 执行主编：刘军 责任编辑：王艺璇 联系电话：010-85210590 E-mail：wangyx3@newchinalif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