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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九寨沟地震发生
后，众多金融机构已为灾区开辟
绿色通道。

青年报记者联系了多家产寿
险公司获悉，地震发生2小时内
四川辖内保险公司均已启动重大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联系排
查承保客户情况，开通24小时地
震理赔专线，多渠道受理报案。

“这次地震国寿费用报销类
取消了定点医院限制，仅凭发票
即可，简化门急诊记录要求。”
中国人寿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总经理
郎中伟第一时间指示启动重大
灾害理赔应急预案，四川省分公
司和成都市分公司成立应急领
导小组、工作组。四川国寿提出
8项服务举措，“一、主动寻找客
户；二、多渠道受理报案；三、简
化费用报销申请资料；四、取消
定点医院限制；五、放宽身份证
明；六、优化特殊案件身故证明；
七、简化身故理赔申请资料；八、
灵活服务方式。对于保险合同
遗失、毁损的情形，公司予以补
发，免收工本费。根据客户意
愿，提供多元化领款方式，确保
客户及时领取保险金。”

截至9日17时，太平洋寿险
已接到1起客户学平险身故报案，
当地分公司立即联系孩子家长核
实情况并进行慰问，开通理赔绿
色通道，采取无保单理赔方式，在
尊重家长意愿的前提下支付2.2
万元赔款，完成公司九寨沟地震
首笔人身险赔付；同时，太平洋产
险已锁定九寨沟地震案件21起，
所有案件均已安排专人跟进。

泰康人寿昨日表示，四川南
充客户易女士在地震中被落石
砸中，不幸遇难，事发后泰康保
险集团快速启动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震后18小时泰康人寿四
川分公司立即对易客户家属进
行慰问探视并送上慰问金，并立
即启动遗体转运特别服务。

中国人保的相关人士则告
诉记者，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
总裁林智勇第一时间致电四川
分公司，做出重要指示。人保财
险四川省分公司总经理侯志军
于当晚10点召开紧急会议，安
排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一是成立
人保财险四川省分公司和阿坝
州分公司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和
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二是立即排查相关承保情
况，主动联系相关客户。三是多
渠道受理报案，为客户提供
95518、“四川人保财险”微信公
众号等多种报案方式，并在条件

允许的场地设置临时报案点，方
便客户24小时报案。四是迅速
组织理赔力量，在当地人保财险
分支机构已展开查勘、救灾工作
的同时，调集全省理赔精兵强将
赶赴灾区。五是本着“应赔尽
赔”、“应赔快赔”的原则，开通
24小时理赔绿色通道，简化理
赔手续，快速赔付。

据国寿相关人士介绍，意外
保险及其他包含身故，伤残责任
的保险（如定期、终身寿险，年
金，两全等），对于地震导致的人
身死亡和伤残，都给予赔付。至
于其他医疗险种，视不同产品有
不同的保障范围，有的意外医疗
险只报社保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而有的意外医疗险可按约定比
例报销一切医疗费用，有的还可
以按保险责任约定的确定金额
报销医疗费用。

据悉，目前，各保险机构承
保理赔情况正在积极核查中。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日，由全球加盟
网举办的成立 12 周年庆典暨

“新零售、新思维、新机遇全球连
锁高峰论坛”在沪成功举办。活
动邀请了200余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知名连锁品牌负责人，与此
同时，集团公司上海总部的员工
及北京、广州、深圳、南京、泰州
分公司部分员工也悉数到场，现
场火热气氛将庆典推向高潮。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新零售、新思维、新机遇”，立足
于连锁加盟领域，围绕“连锁经
营”和“新零售”两个主题，一起
探索连锁经营未来的发展脉
络。全球加盟网总裁陈国辉表
示：“如何重新认识连锁经营的
战略价值，研究‘互联网+’新形
式下连锁加盟业态的新特征、新
思维、新机遇、新对策，一直是全
球加盟网近期发展中不断思考

的问题，也是我们举办这次高峰
对话的初衷和出发点。”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连
锁+互联网+金融”，是连锁加盟
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值
此全球加盟网 12 周年庆典之
际，全球加盟网联合金昌投资共
同设立了“全球金昌连锁产业投
资基金”。该基金的设立，将进
一步促进连锁品牌和资本的高
效对接，让优质的连锁品牌在发
展中源源不断的获得资本的有
力支持，从而打造出在中国乃至
在全球有影响力的连锁品牌。

与此同时，由全球加盟网发
起的国内第一个“全球连锁产业
智库”也于庆典当天揭牌。智库
由我国经济界、商界和连锁加盟
领域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专家
和企业精英组成，为连锁经营的
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
估，作出战略谋划，为中国连锁
经营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刚刚通过首发申请的
财通证券，近日接到了来自浙江证
监局的一纸警示函，警示函称，财
通证券发生部分交易报盘中断的
非人为原因较大信息系统安全事
件，此外，在渗透性测试中发现财
通证券视频会议系统存在漏洞。

警示函表示，上述问题，虽
未造成较大风险事件，且财通证
券已完成了整改，但仍反映出财
通证券在信息系统运维管理方
面存在漏洞，信息系统安全稳定
运行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违反
了《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保障管
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并
要求财通证券应加大信息技术
方面人财物的投入，加强信息技
术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加第三方
安全检测频率，提高信息系统运

维管理能力，切实保障信息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

财通证券今年5月31日才
经发审委审核通过其首发申请
事项。此次财通证券拟发行新
股10亿股赴上交所上市。财通
证券招股说明书表示IPO所筹集
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
本金，截至2016年12月31日，
财通证券注册资本32.3亿元。

招股书显示，其控股股东是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为浙江省财政厅，其业
务主要集中于浙江省内。财通
证券虽为地方证券公司，但实力
不可小觑，2014 年至 2016 年，
财通证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5.02亿元，96.89亿元和108.4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
别为 8.56 亿元、25.23 亿元和
17.87亿元。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国内千亿级市场的
征信市场再迎来大玩家。沉寂
多时的腾讯征信赶在“8·8无现
金日”前，悄然启动了“腾讯信用
分”，对于腾讯新动作，参与公测
的网友褒贬不一，话题热度一再
发酵之际，腾讯又悄然结束了这
次灰度测试。

社交指数属于五大指数之一
早在2015年1月，央行就

下发通知，要求芝麻信用、腾讯
征信、深圳前海征信、鹏元征信、
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拉卡
拉信用、北京华道这8征信家机
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
作。尽管央行的牌照至今未发，
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已经做得风
生水起。与之相对的是，腾讯征
信沉寂两年多至今无动作，就在
公众都快忘记时，腾讯又悄然上
线该项业务，那么腾讯信用分长
什么样呢？

昨日，记者登录手机QQ，关
注了公号“腾讯信用”，想查看自
己的腾讯信用分，却被告知“抱
歉，你暂未获得公测名额”。昨

日记者从腾讯征信方面获悉，
“该活动是腾讯信用和QQ超级
会员合作活动的小范围灰度测
试，灰度测试已经结束。”不过，
记者依然从外部获悉该项产品
的“雏形”。

据“腾讯信用”公号介绍，
腾讯信用是腾讯征信推出的个
人征信管理平台，用信用分来
反映用户的信用水平，分数的
多少是通过专业、先进的信用
评分模型评估得出的，分数越
高代表信用水平越高。分数每
月月初更新。

那么这个信用分是如何就
算出来的呢？据介绍，主要通
过“履约、安全、财富、消费、社
交”五大指数基于用户的历史
行为，用科学方法综合评估的
结 果 ，最 低 300 分 ，最 高 850
分。值得注意的是，腾讯方面
介绍所谓社交指数，是用户的
社交行为和人脉关系如何，良
好的社交行为和人脉关系有
助于提升社交指数。因此有
网友惊叹以后红包也不能只
抢不发，朋友圈也不能随便转
发了，万一不慎，社交指数可
是会下降呢。

8家试点机构拭目以待
腾讯信用有什么用处呢？从

公号给出的说明来看，主要是能享
受到好信用带来的金融特权和生
活特权服务，金融特权包括现金借
贷、银行办卡和消费分期等服务，
生活特权包括信用出行等服务。
总体来看与芝麻信用分类似。

另外，据悉目前腾讯信用外
部合作商家分为两大阵营：金融
机构和生活服务机构。金融机
构包括微众银行、建设银行、光
大银行、众安保险、浦发银行、招
联金融等；生活服务机构包括托
普思维手机延保等。

由于腾讯信用分与芝麻分
诸多相似，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腾
讯和阿里巴巴，又将在个人征信
领域开始一场正面厮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今8
家机构试点了两年多，至今没有
一家机构获得个人征信业务牌
照。今年4月21日，在“个人信
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
上，央行征信局局长万存知首次
对外公布试点结果，称8家进行
个人征信开业准备的机构没有
一家合格。

开启绿色通道，可快速无保单理赔

众险企启动九寨沟地震应急预案

个人征信牌照久未落地，腾讯已悄然结束灰度测试

未来发朋友圈可能会被纳入征信？

财通证券存系统安全隐患
被监管出具警示函

“新零售、新思维、新机遇”
高峰论坛在沪成功举办

华泰保险集团与中国商飞
公司9日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华泰资产将提
供150亿元保险资金用于国产
大飞机项目。这是保险资金与
中国商飞公司合作的第一单。

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
木在战略合作启动仪式上介
绍，保险资金支持大飞机项目
的方式是可续期的债权投资计
划，华泰资产发起设立“华泰
——中国商飞债权投资计划”，
注册规模 150 亿元，投资期限
10年，到期后中国商飞公司可

选择续期。
据介绍，150亿元保险资金

将投向中国商飞公司的民用航
空类项目，专项用于项目的研
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等支出。

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贺东
风说，此次债权投资计划是保险
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
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契合中国
商飞初期投入大的需要。

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6月
末，保险业总资产16.4万亿元，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14.5万亿
元。 据新华社电

150亿元保险资金
将投向国产大飞机项目

多支救援力量紧急赶赴九寨沟震区开展救援。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