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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华夏银行电子银行
的 整 体 品 牌 ——“ 华 夏 龙
网+”的全面上线与不断优
化，华夏龙网朝着“智慧电子
银行”的全能、便捷、安全的目
标大步迈进。其一款增加个
性化和智能化的功能和元素，
以“极致体验”为追求而打造
的“适时而在、应需而现”的
4.0 版小龙人移动银行，彰显
了华夏银行持续对电子银行
进行科技、产品及服务创新的
成果。为感谢广大客户多年
来对华夏银行的支持和鼓励，
华夏银行特此推出“移动银行
送流量”营销活动。

一、活动时间
2017 年 9 月 1 日~12 月

29日，每日9∶00开始。
二、活动对象
华夏银行移动银行客户。
三、参与方式
活动期间，登录华夏银行

移动银行，点击首页活动宣传
图，进入流量抽奖大转盘页
面，点击“抽奖”可随机领取
30M~1G不等流量券。

四、活动规则
（一）活动期间，登录华夏

银行移动银行的客户均可参
与，每位客户仅有一次中奖机
会。

（二）活动期间，每天派发
999 个流量包，流量包价值
30M~1G 不等，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

（三）流量包领取成功后，
可在中奖记录中查看使用。

（四）流量包可在 30 天内
自主充值，超过 30 天或活动
到期时系统将自动为您充值。

（五）充值申请提交后，相
对应的流量将于 3 天内到账，
充值结果请以运营商查询信
息为准。

（六）充值成功的流量当
月有效，过期作废；若您在活
动期间更换手机号码，将视为

自动放弃。
（七）由于手机运营商系

统对账，每月月初第一天及月
末最后两天无法进行流量充
值入账。

（八）了解详细活动规则
及参与方式，请拨打华夏银行
常 州 分 行 联 系 电 话 0519-
88136725。

华夏银行有好礼，九月起流量送不停

近日，常州市保险行业协会组
织召开全市产险公司 2017 年度第
二次总经理联席会议，全市 28 家
财产保险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了中国保监
会 整 治 车 险 市 场 乱 象 的“174 号
文”，再次集中学习文件规定的 22
个“不得”，积极贯彻落实全省保险
行业秘书长联席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全行业应依法合规
开展业务。各财产保险公司要进
一步学习贯彻《中国保监会关于整
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乱象的通知》
精神，坚决贯彻落实 22 个“不得”，
坚决守住底线，不触碰“监管”红
线，坚持理性经营。为进一步强化
保险监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整
治市场乱象，会议还决定，尝试建
立监测小组，把监测工作深入到各
辖市区。监测小组组员为各产险
公司车险业务管理部业务骨干，组
长由各公司轮流担任。监测小组
负责收集相关违规线索，监测小组
组长对相关线索及证据进行汇总
初筛，提交车险专业委员会研究，
违规行为经与涉及公司确认属实
的，除按查实保费若干倍进行处罚
外，还将根据“174 号文”及“2017
版车险自律公约”对公司开展自律
检查。自律检查中发现涉嫌数据
造假、虚假赔案或商业贿赂等行为
的，移送江苏保监局、经侦部门或
检察机关等有关部门，提请依法查
处。

会议还明确，要建立手续费支
付比例报备制度。各公司应主动
向协会报备手续费支付比例，便于
协会了解各公司销售费用的构成
与去向，协会严格执行保密制度。
对手续费支付比例明显高于市场，
且综合成本率偏高的公司，协会将
重点关注，对采取向市场投放高额
费用引发行业恶意竞争行为的公
司，协会将开展自律检查。此外，
各公司还要严格落实管理主体责
任。各保险公司对合作对象（包括
个人代理、专业代理、兼业代理）负
有管理职能，代理渠道发生违规赠
送行为的，一律由保险公司承担管
理责任。保险公司未与第三方机
构开展业务合作的，第三方机构营
销宣传与某保险公司有合作，如通
过“买东西送保险”等“反向赠送”
活动销售车险、不具备合法车险电
销资质机构销售车险等方式，经查
实保险公司未与相关第三方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应及时向第三方机
构及社会公众发表无合作关系声
明。

会上，市保险行业协会再次强
调，对严重违反“174 号文件”要求
的财产保险公司，协会将主动向媒
体进行披露，督促公司依法合规经
营 ，违 规 举 报 电 话 为 ：0519-
88889007。各公司也应加强宣传
力度，通过LED屏、海报、发放宣传
手册、走访、会议等形式，向公众明
确告知“174号文件”监管政策及与
车主相关规定，形成全社会对保险
行业的舆论监督合力。 保协

我市多举措
整治车险市场

最近一段时间，我市正在
交通大整治，比起过往的行路
难，现在的车况要好多了。究
其原因，其中就包括高科技手
段严管行人、非机动车违法。
7 月 1 日，在清潭路口安装人
脸识别系统，实时抓拍行人、
非机动车闯红灯，快速比对找
出闯灯者，极大加强了对这类
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成效
显著，重点路口、路段的机动
车守法率＞98%，非机动车守
法率＞85%，行人守法率＞80%。

不过还有一些人总是存
在侥幸心理，过马路不看红绿
灯，嗖一下就过去了；在快车
道上行驶，在机动车中穿来穿
去⋯⋯对电动车来说，这些场
景并不罕见。此前有公开资
料显示，有关部门统计，近年
来电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占全部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
六成以上；每天发生的交通事
故中至少有一半与电动车相
关。

朋友小梅不久前就被送
餐电动车撞伤住院了，虽然对
方是全责，但是因没有保险，
千元左右的医疗费用掰扯一
周多才解决。“如果那个电动
车也能像汽车一样上保险，就
没那么多事儿了。”

实际情况：中午送
餐高峰期，有些车辆见
缝插针

为了了解非机动车驾驶
情况，记者午间在兰陵商圈守
候了 1 小时，看到了下面一些
情况：送餐小哥通常在驾驶车
辆的途中，看一眼手机，查看
要服务对象的地址，在绿灯快
要转红灯的时候加速突破。
有些送餐员还会查看一下路
况，如果机动车相对较少或者

路面暂时没有车辆，则会直接
“冲关”。

商圈附近的几家店主告
诉记者，送餐员为了能及时送
达或是抓紧时间接下一单，都
会赶时间。

记者注意到，有些非机动
车尽管没有闯红灯，但是开车
的速度比较快，有些能及时避
让，还有的有点小碰擦。市民
万女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
送餐小哥给撞伤了，还住进了
医院，不过好在这个送餐小哥
的非机动车是有保险的，最后
通过理赔渠道，把事情都解决
了。

2009 年推出的电
动车保险，现今鲜有人
问津

有调查显示，电动车时速
每提高 1 公里，发生交通事故
的概率将增加 10%。虽然在
相关标准中，对于电动车的最
高速度以及车身重量都有明
确的规范，但是标准执行不力
导致“超标”的电动车随处可
见。和机动车相比，电动自行
车噪音小，制动性能差，稍不
注意，行驶过程中很容易发生
事故。

上文中同样是非机动车
撞人，为什么会是两种结果？
就是因为有了保险。

也许您会问了，这电动车
还有保险吗？答案是：有。但
与机动车交强险的境遇不同，
电动车的第三方责任险如今
长期处于乏人问津的局面，目
前的覆盖量不足20%。

2009 年，我市推出电动
车保险后，一度解决了不少电
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赔偿难题，
减少了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引发的民事纠纷和经济风险。

不过 8 年后，记者询问了

骑车的市民，已经很少有人知
道这个险种，即便知道也很少
有投保的。电动车上个牌照
不到十元钱，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购买几
十乃至上百元的“电动车第三
方责任险”。

每天不到 3 毛，给
自己加码安全保障

这个尴尬的数据并不能
掩盖电动车驾驶员面临的安
全隐患。目前，电动车在性能
上越来越接近机动车，电动车
事故率也居高不下。虽然没
有采取强制购买措施，但是在
遵守交规、杜绝违规改装之
余，这仍是电动车驾驶者加强
自我防护的最佳方法。

其实，据记者调查，目前已
经有一些送餐平台为外卖小哥
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如有一家
平台从每个外卖单子的运费中

扣除一定的数额，为外卖小哥
购买短期的人身意外险。

当然，外卖小哥个人也可
以向保险公司购买人身意外
险。但相比送餐平台，个人购
买保险的价格相对较高。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事实上，这样的保险每
天仅不到 3 毛的投入，涵盖了
第三者人伤，财产损失，单次
赔款限额 4 万元，累计一年为
8万元。

有能力的家庭还可以考
虑家庭成员责任险，凡是在你
家庭范围内的人（以户口本一
家三口为准）、物都有保障，不
管是电动车、自行车还是平衡
车，甚至连宠物也有保障。“没
有孩子的家庭 200 元一年可
保 100 万元；有孩子的家庭，
300 元一年；若是有宠物，再
增加 40 元或是 50 元。分别
对应 50 万元和 100 万元的保
额。”人保财险相关负责人说。

孙婕

每天3毛不到

给电动车加把“安全锁”
意外来临也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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