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活票据资产
近日，记者从华夏银行常州分行

获悉，该行近期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正在大力推广为企业客户量身打造
的票据管理服务———“票据池”业务。
据华夏银行常州分行公司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票据池业务是由华夏银
行接受客户委托，针对客户合法持有
的商业汇票设立票据池，为其提供票
据托管、票据托收、票据贴现、票据池
质押融资等一揽子管家式金融服务。
以常州某电机有限公司为例，该

公司为民营外资企业，实行集团化管
理，年销售额达15亿元人民币。在国
内销售回款方面，银行承兑汇票占该
公司整个结算方式的近50%，集团全
年收取银行承兑汇票总额近7亿元，
其中有近50%为海尔、格力等大型企
业财务公司开具的电子银行承兑汇
票。企业收到财务公司开具的电子银
行承兑汇票只能持有至到期托收，无
法盘活这部分票据资产，因此在电子

银行承兑汇票质押融资方面有较强
需求。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针对该企业

的需求为其设计了个性化票据池质
押融资的综合解决方案。建议企业将
日常收入银行承兑汇票（包括电子银
行承兑汇票）统一纳入“票据池”进
行托管，同时根据每月、每季度的实
际付款计划，选取票据池内的托管票
据进行质押融资，以此开立付款银行
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国内
信用证、国际信用证或直接发放流动
资金贷款等。
此方案大大提高了企业票据的

利用率，降低了企业财务管理成本，
满足了核心企业上下游客户付款方
式和期限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替
代了企业的部分融资需求。现在，通
过票据池业务，常州某电机有限公司
可以将票据全部“外包给银行，自己
将全部精力集中于主业。同时，根据

自身需要，企业可随时选择将票据池
中的票据提取、背书、贴现、质押、到
期托收等，将应收账款及时转变成现
金流，盘活票据资产，提升资金使用
率。
如果说现金管理是银行管理客户

资金的高级状态，那么华夏银行常州
分行———“票据池”业务就是银行管理
客户票据资源的最高明手段。此外，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还可利用该行电子
票据产品，帮助企业实现电票自动收
票、电票到期自动托收入账、现金到账
自动记账、对账等功能，进一步为企业
减少财务成本、降低票据风险。

曹菁

友邦中国保障类产品占比超八成

深耕客户细分市场———

友邦中国“新五年”战略规划
紧跟“新国十条”倡导思路，将保
障、医疗、健康等方面列为业务发
展的重点。2014年，友邦中国为
高端客户市场、少儿市场和重疾
市场提供有针对性的保险解决方
案。2014年，友邦中国保障类产
品占比已超过80%，远高于行业
平均占比。
友邦中国的明星重疾产品

“全佑一生”升级版“全佑倍至”不
但得到客户的肯定，更收获了诸
多媒体及机构奖项；特别为高端
人士打造的保障产品“传世经典”
以更人性化的投保操作，独享的
六档费率，并能根据需要转换为

养老金，满足了高端人士对资产
有效掌控、运筹帷幄的需求。
2014年，友邦中国开启了

“新五年”战略发展计划，并且正
式提出了全新公司发展愿景———
“成为您的首选”，在这一愿景鼓
舞下，友邦中国坚持“革新”道路，
为广大客户提供周全保障，为公
司业务增长带来持续动力，为所
有员工成长创造良好环境。2015
年是友邦中国发展的关键一年，
在集团的支持下，友邦中国将举
全司之力，继续深化在渠道革新、
客户体验、领导力发展等重要战
略的实施与推进，全面升华友邦
中国的综合实力。 孙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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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异地出险勿错过报案期限
随着天气转暖，绿草茵茵花开

遍野，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机。不
过，骤然增加的出游人数，交通事故
发生率容易升高。自驾出游虽好，也
不要忘记了风险的存在。车辆若是
在异地出险，应该怎么快速顺利地
获得理赔？

记者采访了解到，异地出险后最
常见的定损方式为“异地定损”。但难
免遇到节假日，保险公司定损人手不
足，部分车主不愿意等待，直接开回
保单所在地后定损的情况。

太平洋财险相关负责人表示，针
对这种情况，车主需要注意的是，若
是不就地定损，需要事先报案并征得
保险公司的同意，否则可能被保险公
司视为错过报案期限处理。另外，损
失较大或发生人员伤亡的事故，车辆
就必须在事故当地完成查勘。

“遇到一些大型交通事故后，需
要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尽
可能用相机或者手机拍摄现场照片、
影像资料等，为事故现场勘查留下足
够的证据。”上述负责人表示，尤其是
遇到一些较为严重的三方事故时，一
定要通知交警，不要轻易破坏现场，
最终交警开具的定责证明，对于保险
公司理赔时至关重要。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保险公司
均已实现全国通赔的服务，异地事故
后只需拨打保险公司统一的服务电
话，就可以在指引下快速完成异地报
险、定损，随后的理赔也可在异地完
成。

还有不少保险公司开通了微信
自助理赔服务，可以实现接报案、查
勘、定核赔、支付等理赔流程合为一
体的“一站式理赔服务”。消费者只需

跟进提示，即可实现。
不影响行车安全时，可以“应急”

修车。但应该请保险公司拍摄车辆损
坏的照片并定损后再起程，否则保险
公司无法确定出险当时的损失情况。

而如果事故损失在不影响行车
安全以及不会引发车辆扩大损失的
前提下，也可回到承保地维修，但车
友定损单上的定损内容一定要写得
比较仔细。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保险公司
通常会在事发后派查勘人员赶至
事故现场，如果车辆不能行驶，应
等待车辆救援。尤其是采取“交通
事故快速处理办法”或者私了的消
费者，也需要在 48小时内向当地
交警部门报案，超过时效保险公司
有权拒赔。

薛佳吉

国内首款个人门急诊住院险泰康官网开卖

起付线 100元———

挂号难、看病贵、床位紧张……
健康保障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奢
侈品”。近日，一款名为“蒲公英”的个
人门急诊住院险悄然在泰康人寿的
官网开卖，不仅打破了国内门急诊保
障只对团体开放的限制，而且相比于
医保1800元的门诊报销起付线，这
款产品免赔额只有100元，每年保费
300元起。
据悉，泰康推出的这款蒲公英门

急诊住院险，由于没有团险购买的限
制，刚上市就引起了消费者追捧。这
款产品可在网上轻松投保，还省去了
体检这一环节。

据泰康在线负责人介绍，该产品
的门急诊保额最高能达到 3000元，
且最终赔付费用不与社保冲突,弥补
了社保保障的不足。对于有社保的客
户，除去100元的免赔额，该产品可
按社保门急诊剩余部分的 80%进行

赔付；对于无社保的用户，除去100
元的免赔额，将按门急诊费用的70%
赔付。

除了门急诊，住院也在其保障范
围内，投保者若因疾病或意外住院，
即可享受 50元 /天的定额赔偿，最
多可保障90天，高达4500元。更重
要的是，泰康蒲公英门急诊住院险在
性价比方面也更胜一筹，低至300元
/年，并且可续保至64岁。 刘静

常州平安产险客户回馈活动落幕
常州平安产险为答谢广大平

安VIP客户长期的支持与厚爱，
于 4月 4日在常州市青枫公园
举办了“春天里，千人风筝节”主
题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微信抢票、拨

打咨询热线等多种方式进行报
名。通知一经发出，广大客户就表
现出极高热情。尽管天气不佳，但
仍挡不住客户的参与热情，抢报
成功的20个家庭在活动当天早
早地到了现场，领取了工作人员
提前准备好的风筝、臂贴和平安
大礼包。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除了

20个抢报成功的客户，现场还吸
引了近百位市民参与。
下午两点，工作人员邀请所

有到场的客户将风筝臂贴贴入风
筝节展板区，正式启动春天里风
筝节活动。所有客户在青枫公园
大草坪上一起放飞风筝，重拾年
少回忆，放飞爱的梦想。活动最
后，平安产险常州中支运营总曹
艳婷为服务体验大师颁发了荣誉
证书，为本次活动的优胜家庭颁
发了礼品，以纪念这愉快的风筝
节时光。

夏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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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保险首创茶叶低温霜冻气象指数保险
近日,太平洋保险向宁波四明山

区的两家茶叶种植企业签发茶叶低
温霜冻气象指数保险。太平洋保险创
新开发出专为茶农提供气象指数类
保险服务的产品，为春茶生产撑起
“保护伞”。

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是帮助农民
应对极端自然灾害的一种风险处理
机制，具有透明度高、理赔快捷、道德
风险低等优点。此次，太平洋保险针

对部分早生春茶品种易受霜冻的风
险，积极破解气象数据采集等难题，
研究制定了相关保险条款，推出茶叶
低温霜冻气象指数保险。茶农参保
后，茶园遭遇低温冻害天气且气温低
于约定温度以下即可得到保险赔付。
该保险产品的试点提高了茶农抵御
风险的能力，解除了茶农的后顾之
忧，有利于促进茶产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太平洋保险紧抓发展契

机，在农业领域不断创新发展，推出
一系列贴近农户需求的新型险种，比
如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大牲畜大灾保
险、马匹保险、气温指数水产养殖保
险等，满足了农户实际需求，也拓展
了保险服务“三农”新领域。
目前，常州太保正与上级公司密

切联系，未来有望将这一险种引入常
州市场。

沈毅

华夏银行

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