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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保险行业的人大
都知道，这个市场竞争早已
进入白热化，如何跳出市场
红海开辟蓝海?打铁还需自
身硬， 要想赢得客户和市
场，夯实基础，苦练内功，才
是企业在群雄逐鹿的市场
浪潮中成功实现弯道超车
的核心所在。

苦练内功，除了优化体
制机制，在经营管理上的创
新也必不可少。中华财险湖
南分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不
断创新管理流程，新意迭出
却又“万变不离其宗”。

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
理赔部负责人介绍，公司通
过实地调研， 数易其稿，出
台了一系列理赔指导文件：
编订了《车险查勘定损实务
操作手册》、《伤残鉴定查勘
手册》, 规范了现场查勘流

程，提升了理赔人员及客户
对伤残鉴定程序的正确认
识，更清晰地了解伤残等级
对应的赔偿金额，防止黄牛
党中间操作，降低伪伤残现
象，有效维护保险双方的合
法权益。而对于非车险理赔
也出台了一系列操作指引，
其中《非车险分险种查勘定
损实务操作指引》更是上升
为中华财险总公司理赔部
课题。

根据车险人伤赔款占
比高、人伤前期证据难固定
等特点，中华财险湖南分公
司制定《湖南分公司车险人
伤案件前期证据采集补充
规定》， 明确了在出险后的
第7天、第30天、第60天“三
阶段” 跟踪率100%的考核
目标要求，通过提早介入伤
者信息采集，定期伤者探望

等来提高人伤案件的结案
效率。

还有个细节不得不说，
为促进小案快赔流程化、制
度化，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
还建立了小案免核标准，遵
循“快、准、好”的总体要求，
推行“三小时”结案制度，同
时投入数百万元引入单兵
系统，小额案件的理赔质量
与效率得以明显提升，各类
效率指标稳居行业前列。

2016年2月5日10点26
分，驾驶员苏某发生了一个
单方事故，该案从报案到结
案只用了一个小时，如果轻
微事故从查勘员到达现场
的时间算起，最快17分钟就
能完成一个案件的赔付。流
程之短、效率之高，这就是
优势。

我省车险理赔服务质量排名出炉，中华财险获评行业第一

湖南保险服务排头兵是如何炼成的？

随着保险的不断发展， 越来
越多的客户对保险体验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 新一轮车险费率
市场化改革的全面落实，优质、高
效的理赔服务体验已经成为消费
者选择保险公司的风向标。

对于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
而言， 一直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将优质贴心服务作为企业市场
竞争制胜的法宝。从大卡车车轮
底下救出3岁幼童， 险被截肢的
12岁小英雄周美玲的案例颇具
说服力。

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理赔部
负责人介绍， 历经两次手术后的
小美玲，当时面临着20万左右后
续治疗费用， 中华财险长沙中支
立即到医院看望小美玲， 第一时
间带去首笔保险理赔预付款6万
元， 了解到事故双方经济情况已
经捉襟见肘， 公司继续为其开通
人伤保险绿色理赔通道， 仅用三
小时就办理完预付款10万元的
审批工作，解了双方的燃眉之急。

类似案例不胜枚举，记者了
解到，近年，中华财险湖南分公
司推出了一系列车险服务举措，
例如推出“VIP客户贴心服务工
程”，全面加大客户回访力度，加
强与客户沟通互动，倾听客户心
声。再比如，推出“神秘人”服务
体验活动，诚邀市民参与服务体
验调查， 及时发现服务短板，将
客户体验作为后续服务改进的
重要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全力创
新产品服务，在实施专业化经营
方面，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在业
内一直以舍得“大投入”闻名。除
了率先设立了新产品研发科，加
大产品研发力度，中华财险湖南
分公司还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提
升技术生产力， 以技术提升效
率。 自2005年入驻湖南至今，中
华财险湖南分公司已积累大量
的数据样本对各险种进行分析，
通过回头看， 寻找业务发展规
律，灵活应对市场变化，让业务
发展举措有张有弛，客户服务工
作周到且高效。

■潘海涛

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对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华财险”)湖南分公司的印象，“湖南
保险优质服务排头兵” 将成为不容
错过的重要选项。

事实上，这一称谓，所言非虚，
也并不夸张。

2005年， 中华财险首度入湘，
经过十年来砥砺前行， 公司市场份
额稳居湖南财险行业前三， 业务增
速领先行业平均水平， 先后多次获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贡献奖”、“服
务民生·湖南省最受尊敬金融企
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目标管理二、三等奖”等殊荣。

日前， 湖南保监局通报的全省
22家财险公司“2015年车险理赔服
务质量评价排名”颇具说服力，中华
财险湖南分公司以总分89分在全省
财险公司中排名第一。

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车险理赔
服务为何能备受赞誉， 其优质服务
背后又有哪些秘诀？ 该公司理赔部
负责人如此总结经验：“我们没有别
的诀窍，就是不断苦练内功，夯实基
础，创新服务，真正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人优我精’。”

当下在各个行业常见一种现
象：年初制定计划目标，到了年末要
么未达到预定目标， 要么勉强达到
却不尽如人意。

三分靠战略，七分靠执行，执行
力强弱， 俨然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
的重要标准。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
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代表， 提及中华
财险湖南分公司， 说的最多的便是
“执行力强，他们想干事，能干事，而
且干得成事”。

如何保证执行力， 形成推动落
实的合力? 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理
赔部负责人透露， 除了员工发自内
心的主人翁精神， 更在于公司建立
了严格的责任制， 分公司三核科及
理算科每周定期下质检通报、 回退
清单限期整改， 对逾期未达标单位
下达风险提示函，日复一日，毫不松
懈，让全系统员工时刻“心中有数”。

在此基础上， 中华财险湖南分
公司理赔部负责人进一步补充道，
为适应业务发展要求， 公司提出了
“严防赔款漏损， 激活理赔队伍，提
升客户体验”的理赔管控思路，以车
险应赔尽赔为基础，设置合规、客户
满意度、理赔员服务能力、赔案真实
率等4个“一票否决”项，强力推进考
评模式改革，以劳动竞赛、大练兵、
大比武等形式和途径， 不断提高员
工承保、查勘、理赔等服务技能。

机制体制护航， 激发内生源动
力，自然效能倍增。作为入湘的第8
家财产保险公司， 中华财险湖南分
公司一开始并不占据市场先机，然
而，经过砥砺前行，该公司不仅多年
稳居湖南财险市场前三甲，2015年
公司保费收入达34.7亿元，同比增长
15.6%，昔日后来者已成行业翘楚。

俗话说， 打江山难，守
江山更难。中华财险湖南分
公司如何始终保持业务高
位运行， 实现后来居上，如
此强大的竞争力又来自何
处?

面对这个提问， 受访的
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各部门
负责人均不做过多评价，每
到一处， 他们讲的最多的不
是总结过去的成绩， 而是如
何强化队伍建设。 人才是事
业发展之本，没有一支“能打
硬仗、服务高效”的团队，想
要推动业务持续走高走强，
难乎其难。

鉴于此，中华财险湖南
分公司在人才培养、团队建

设方面不遗余力。中华财险
湖南分公司理赔部负责人
介绍，2014年， 为了配合业
务的快速发展，该公司招收
了大量新员工，理赔部新员
工占比高达35.7%。 如何加
快新人成长速度，中华财险
湖南分公司创造性地实行
“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经
过一年半的时间，已有68名
查勘理赔新手顺利出师，平
均出师周期仅为85天。

2014年7月新入职中华
财险医勘岗的周波， 便是
“师徒制”的直接受益者。刚
刚加入中华财险，公司便给
他分配了经验丰富的理赔
员张凯作为师傅，从学习人

伤查勘技巧，到沟通服务礼
仪，周波在张凯身边“形影
不离”，通过5个月的师徒跟
班学习，最终独挑大梁地处
理了一起情况复杂的人伤
调解事故。

除了在工作实践中锻
炼业务尖兵，中华财险湖南
分公司还在高校开设人才
定向培养班， 储蓄后备人
才，并加强与外部专业机构
的沟通， 建立专家智囊团
队， 包括车险理赔专家32
人、 非车险理赔专家17人、
律师服务团队18人、司法鉴
定服务团队6人等， 为理赔
管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
和技术支撑。

优化体制机制
激发内生源动力

创新管理流程，提效减损双提升

强化队伍建设，锻造业务尖兵连

新技术“心服务”
奏响理赔好声音

2016年3月1日，怀化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华财险怀化中心支公司送来“优质服务 情
暖客户”的锦旗，感谢中华财险对“12·28”重大交通事故的快速理赔和周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