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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农民工工资有保险 工资有保障 收获更多获得感

“强监管＋保险”为农民工上双保险
韩立飞

中国人寿衡水分公司

向特定老年人群体
捐赠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中介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盛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二环东路86号
机构编码：5C1002870000000000 流水号：00005060
负责人：周红 联系电话：8566976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批准日期:2006年10月11日
发证日期:2021年11月16日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乾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阜平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24MA0E1YDA2G
机构编码：201839130624800 负责人：段金圻 联系电话：0312-7224425
设立日期：2019年9月2日 邮编：073299
机构住址：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阜平镇照旺台村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行政管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
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已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保险中介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石家庄保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钟强花园商铺
机构编码：5C1002860000000000 流水号：00005059
负责人：王辉 联系电话：877285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批准日期:2011年09月28日
发证日期:2021年11月16日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河北日报讯（刘辉）日前，中国人寿衡水分公司为衡水市区辖
内65周岁以上365位敬老院老年人，捐赠意外伤害保险和意外医
疗保险，总捐赠保障金额达到了1460 万元。为确保“特殊老年群
体”保险保障捐赠工作目标落到实处，衡水分公司成立了捐赠工作
小组，全程负责保障方案制订、人员清单筛选、保单生效和后续理
赔案件的受理工作，确保捐赠活动顺利开展。

多年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深入开展助老关爱活动。在今年“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期间，开展“7·8云长征”保险助老公益健步走活动，带动社会公众
踊跃捐赠步数，学习党史知识，感受长征精神。各保险公司结合自
身实际，积极认领保险助老公益项目，向特定老年人群捐赠保险保
障，努力解决特殊老年群体实际困难和问题。

中国人寿衡水分公司持续推进“助老安康工程”，让老龄人口
“老有所御”，更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增强老年人的晚年幸福指数。
据统计，2021年，中国人寿衡水分公司已累计为38.4万名老年人提
供了累计风险保额80亿元的保险保障，目前已有975名老年人从中
受益，受益总金额650万元，有效地增强了老年人抵御风险能力，减
轻了老年人群体因意外伤害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家庭压力。

新华保险邯郸中支
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周活
动，通过内部教育、外部
宣传等方式提升员工及
客户的网络安全意识，
加强信息和数据的安全
保护，防范网络安全风
险 ，共 筑 网 络 安 全 防
线。 刘雅琼摄

近日，“互联网保险产品将面临集中下
架”等消息在不少保险代理人的朋友圈中
传播，其中不乏网红产品，甚至有保险经纪
人附上“产品下架一览表”。据了解，此举
并非是寻常的年末产品换代，而是银保监
会最新发布的互联网人身险政策变化下的
连锁反应。

“最近接到保险营销人员电话，被告知
一些年金险、终身寿险产品将下架。”省会孙
女士说，不少保险营销员在朋友圈晒出“即
将停售的网销保险产品清单”，并附上“抓紧

上车、欲购从速”等标语。
今年10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

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
项的通知》，引发互联网保险业内大洗牌。
按照新规，从2022年1月1日开始，只有符
合互联网人身险备案规定的产品才能通过
互联网进行销售。

新规之下，可备案为互联网人身险产品
的品类包括：意外险、健康险（除护理险）、定
期寿险、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型人寿保
险（除定期寿险）、保险期间十年以上的普通

型年金险。而互联网人身险中的热门产品，
如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等，皆不在互联网
人身险销售范围之内。受新规影响，一部分
产品迎来下架潮。

据一些媒体公开报道，下架产品多为年
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险产品。业内人士表示，
获得准入资格的主要是保障型产品，而一些
创新型产品，如万能险、投连险、分红险以及
10年期及以下的年金险、护理险等产品并没
有获得网销资格，这部分产品未来可能面临
下架局面。

业内人士表示，就产品本身而言，互
联网只是一个销售渠道，产品在互联网渠
道下架并不意味着停售。如果保险公司
的资质和产品设计符合监管对于互联网
保险的要求，可在备案后重新上架为互联
网专属产品。如果因为公司或者产品设
计不符合监管要求，则会转移到线下销
售。若险企在某地线下没有渠道或分支
机构，则该产品会面临在当地完全停售的
局面。

“大部分产品调整后依然可以重新上架
销售。而且，随着迭代升级，产品也会越来
越好。”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长期储蓄型产品
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收益率，也就是市场
利率，目前已进入低利率时期，早买晚买区
别并不大。买保险任何时候都不建议抢购，
一定要是自己有需求，了解清楚并详细咨询
后，谨慎作出的选择。

部分互联网保险产品面临下架
河北日报记者 任国省

截至今年7月，我国医保电子凭证全渠
道激活用户已超7.2亿。广大村民特别是中
老年村民对“面对面”“进村”推广、指导使用
医保电子凭证有迫切需求。非法“村推”瞄准
真实需求，增强欺骗性，需要提高警惕。

医保电子凭证由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
平台签发，是参保群众和相关机构的身份
标识，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参保群众不需要
携带实体卡证，就可以完成挂号就诊、医保

结算、检查取药等相关医疗服务。不法分子
打着“政策推广”幌子，伪造身份，欺骗村干
部和村民。“他们会身着仿制的正规团队制
服，带着假工作证件、假医保局文件，使用
医保局官方标语。”据媒体报道，非法“村
推”人员大都将办事场所设在村委会办公
楼，部分不明真相的村干部还会热心帮忙
介绍和组织人员，令村民真假难辨。

更有甚者，不法分子现在盯上偏远农村，

认为偏远农村智能手机普及不高，容易对他
们下手。日前，当地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借“村
推”医保电子凭证名义非法获取村民重要个
人信息的不法团伙。在3个月的时间里，该团
伙先后用1.88万人的手机号和相关个人信息
注册各类网络账号10多万个，出售牟利。此
外，他们售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多达数万条。

团伙流动性强，作案方式可简单复制。
据介绍，非法“村推”通常以县市区一级为

单位，不法分子驻村推广。他们“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流动作案，得手后会马上销毁
相关证据并流窜到别处继续作案。

非法“村推”背后有完整“黑产链条”，
利益诱惑巨大。“被打掉的这个团伙，通过
非法‘村推’每天约能骗取200名村民的手
机号码等重要个人信息。”

此类非法“村推”活动已成为网络诈
骗、赌博等不法活动中“黑账号”的重要来
源，不仅涉嫌严重违法犯罪，还导致个人信
息被骗走的村民“‘罪’从天降”。

警方提醒，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手机
号多数未注册网络账号，且他们对智能手
机又缺乏了解，警惕性差，是不法分子的理
想“猎物”，中老年人面对陌生人的诱导要
格外提高警惕。

警惕医保电子凭证“村推”新骗局
韩立飞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晓）近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披露，河北天
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因向监管部门提供虚
假资料受到行政处罚。

处罚信息显示，河北天益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供虚假资料；时任河
北天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王艳泽对该违法行为负直接管
理责任。

河北天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上述行为
违反《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第一百零七
条。唐山银保监分局对河北天益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责令改正，处20万元罚款；对王
艳泽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

向 监 管 部 门
提供虚假资料
河北天益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收罚单

河北日报讯（郭磊）邢台保险业以绿色保险服务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积极探索“保险保障+专家建议”模式，以环境责任险为依
托，引入第三方环境风险专家，为传统“高耗能、高污染”投保企业
提供事前风险评估和投保建议、事中风险管理等服务。同时，根据
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制定差异化保险费率，引导企业走低耗能、低排
放转型路线。

加大绿色投融资支持力度。针对绿色产业融资风险大、周期
长、抵押物不足的特点，积极与银行对接，开发并提供生态产品权
益贷款融资保障保险产品。如人保财险邢台中支为清河县羊绒时
尚小镇、清凉江公园景观提升、园林绿化等在建工程中的93种景观
林木、花卉苗木提供风险保障1040万元，助其成功获得银行贷款。

践行绿色低碳运营模式。在行政工作中持续推进OA流转电子
化、通勤绿色化，在市场活动中充分利用手机客户端、理赔小程序、微
信公众号等线上方式实现保单电子化、勘察视频化，力行节能减排。

河北日报讯（董成旺）日前，邢台19岁大学生小刘（化名）罹患
甲状腺癌，进行了甲状腺左叶全切术。小刘的母亲2019年在泰康
人寿为其投保了两份泰康惠健康重大疾病保险。出院后小刘提出
理赔申请，泰康人寿赔付其重疾保险金34万元。

泰康人寿河北分公司近两年重疾理赔数据显示，甲状腺癌出
险率居恶性肿瘤第一位。业内人士提醒，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
医师协会共同牵头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2020年修订版）》已经正式实施，2021年1月31日（含）之前购买
的重疾险，I期甲状腺癌符合恶性肿瘤重疾定义，客户可择优理赔；
2021年2月1日（含）之后销售的重疾险新产品，I期甲状腺癌不属
于恶性肿瘤范畴，按照新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理赔。

河北日报讯（索海燕）为答谢广大客户的支持与陪伴，富德生
命人寿邯郸中支积极开展“秋溢华彩”温情回馈季及“暖蕴言冬”健
康感恩季活动。以线上摄影大赛、摄影讲座沙龙、爱国爱家咏诗会
等特色活动为主题。

11月6日，富德生命人寿邯郸中支经过精心策划成功召开“感
恩咏诗会”活动。本次活动有20余位小朋友参加，公司特意为每
一位小朋友准备了神秘的“文具盲盒”礼物，盲盒里面有笔袋、本、
尺子等学习用品，希望通过此活动让小朋友以及家长能够重温古
诗经典，加深对诗词的热爱，增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

河北日报讯（刘颖）新华保险客服接到了客户G女士的感谢电
话，电话中，客户对业务员张经理连声表示感谢：“还好我当时听了
你的建议，要不然我就拿不到这笔理赔款了。”

据悉，G女士曾于2018年投保了新华保险《健康无忧重大疾
病保险（C1款）》，附加《康健华贵B款医疗保险》。之后，由于家庭
经济状况发生变化，G女士多次萌生退保想法。在工作人员不断
劝说下，G女士再三考虑后勉强答应续保。

2020年12月，G女士自检发现乳房有肿块，前往医院检查后
确诊为乳腺癌。得知结果，G女士回想，自己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
不是如何去治病，而是庆幸没有把保险退掉。

从上面的案例来看，如果退保，客户患病后除了需要自行承担
医疗费用外，在疾病救治过程中，因误工造成的收入损失等费用也
不可忽视。特别是重大疾病的治疗往往伴随着后期持续不断的医
疗投入，这势必会给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固定支出。

业内人士指出，重新投保时保费增加。而且大病的患病群体
出现年轻化趋势，投保重疾险越早购买越划算。

绿色引导 融资支持 低碳运营

邢台保险业助力绿色经济发展

一客户罹患癌症
获泰康34万元赔款

新华保险提醒：不要轻易退保

富德生命人寿邯郸中支

开展“暖蕴言冬”感恩咏诗会

“辛苦干一年，空手回家去”曾是很多农
民工外出打工的真实写照。如何保住农民
工钱袋子成为当务之急。拨开云雾见天日，
为解除农民工“后顾之忧”，近日，河北省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河北省2021 年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方案》提出，即日起在全省开展集中整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行动，而作为工程担
保保函形式之一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保
险也可让农民工不再“忧薪”，“强监管+保
险”为农民工工资上了双保险。

强监管保住农民工工资钱袋子

初冬的鹿泉，湿地公园银杏叶像一只只
金色的蝴蝶挂在树枝上，而落叶则把小路铺
得满满的，像洒了满地黄金，初冬美景扑面
而来，游人走在树下，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离湿地公园不远处是石家庄市海康威视项
目部，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们统一着
装，个个干劲十足。

海康威视项目部一位农民工微笑着说，
“我们工资欠不了，劳动监察大队以前也问
过，项目部不会欠我们的工资”。石家庄市

海康威视工程师张晓娜介绍，他们每月按合
同向施工方开设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转
款，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为做好根治
欠薪工作，鹿泉区政府专门组织设立“集中
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办公室”，逐步形成了

“源头治理、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综合治
理体系。

鹿泉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劳动监察大队
队长于国锋介绍，鹿泉区在建项目均采用实
名制管理，每个月发放的农民工工资均有记
录，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工工资发放到位。海
康威视二期施工方南通二建项目经理黄洪
仁介绍，施工前已和甲方按规定在人社局设
立专用账户分别缴纳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鹿泉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才公寓项目部，中铁十七局建筑
安装工程公司项目经理王先政表示，为保障
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到位，项目建设单位已
按要求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相应工
资款，施工单位已足额缴纳农民工工资保
障金。

今年以来，鹿泉区人社局，向欠薪单位
发警示函，将两家用工单位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行为向社会进行公布，对两件涉嫌违反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1件恶意讨薪等
违法犯罪行为移交司法部门处理。鹿泉区
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聂会斌称，前几年因

为欠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案件每年10件左
右，通过鹿泉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整
治，近几年全区因恶意欠薪移送司法机关案
件明显减少，有效保障了全区农民工合法
权益。

石家庄市人社局充分运用“互联网+根
治欠薪”现代化信息手段，将政府主管部门、
建设单位、承包企业、农民工、银行、保险等
各方信息互联互通，全面推进劳动用工实名
制登记、银行工资代发、预警联动处理，实现
对工程建设领域在建项目的农民工工资发
放全过程监管，并对异常情况进行预警预测
和统计分析，有效减少因工程款拖欠、劳务
合同纠纷等导致的欠薪问题。

保险保住农民工工资钱袋子

何为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保险？该保
险是由保险公司向工程项目所在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提供的保证工程项目所在地的
施工承包人按规定支付建筑务工人员工资
的保险。其中，施工单位是主要投保人、被
保人为投保人依法招用的农民工。

也就是说，在保险期间内，施工单位被
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进入清算程序、因流动资
金不足，无法支付应付工资等情形，导致其
无法全部或部分支付农民工工资，保险公司

将根据情况承担赔偿义务，保证农民工顺利
拿到工资。

“手里拿到工资，心里踏实了”。石家庄
市某县商业地产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当地
监察部门通过人保财险属地公司及时报案，
人保财险理赔部配合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进
行案件调查，确定拖欠金额，并及时把72万
多元赔款转入监管部门保证金账户，由监管
部门补充发放到农民工手里，维护了农民工
权益。

人保财险石家庄分公司作为农民工工
资履约保证保险4家承保单位之一，2019年
保费39万元、2020年保费147万、2021年保
费204万元，从数据不难看出，每年的保费
均在增长，说明该险种越来越得到相关单位
认可。

相较于其他工程担保保函，该保险优势
几何？“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可有效盘活企
业现金流，减少占用企业流动资金。同时，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采用见索即付，时效性
强，是金融企业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形
式。”业内人士认为。

“手里有钱，过年不慌，工资揣在兜里心
就在肚子里，才可以安心过个好年，我们也
喜欢像湿地公园游客那样带着老婆孩子歇
假时遛遛圈，一家乐呵呵”，海康威视施工现
场的一位农民工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