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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太平人寿宣布推
出国内第一款精准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的医疗保险产品———
“太平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医疗
保险”。该产品以加速资源融
合和提升消费体验为入口，不
仅打通了境内外优质医疗资
源，还实现了医疗服务和费用
补偿的无缝对接，进一步发挥
了保险业在大湾区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大幅提升保障额度

“太平粤港澳大湾区共享
医疗保险”在跨境医疗资源上
优势突出，在保障范围内客户
不仅可以获享北上广三地的
优质医疗资源，而且还可选择
到香港指定私立医院接受治
疗(覆盖6种重症)。在港治疗
期间，对于合同约定范围内的
医疗费用客户还能享受直付
便利，省去了客户先行付款再
找保险公司报销这一环节。

借鉴香港医疗保险产品高
保额对客户具有吸引力的设
计，该产品的年保障额度最高
达到了1000万人民币，缓解了
客户境内境外接受重大治疗的
资金压力。并且，如此高的保额，
价格却异常“亲民”，最低还不到
千元，这无疑可以让更多人能

“买得起、用得上、愿意买”。
本产品共设置了3个计划，

每个计划的赔付比例不同，客

户可按需求任意选择。虽然这
是一款一年期产品，但自动续
保，无论客户的健康状况是否
发生变化，或投保后是否发生
理赔，都依然享有续保权益，最
高可至70周岁(被保险人年龄
超过70周岁或产品统一停售除
外)。

跨境服务互联互通

据介绍，除了跨境医疗保
险产品外，在跨境服务方面，
太平人寿也进行了大量的创
新尝试。比如，在客户健康服
务领域，太平人寿发挥自身在
国内市场健康管理品牌的优
势，联合太平香港，先行推出
了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
客户服务项目，通过资源优势
互补，以及客户服务系统平台
的优化升级，实现大湾区医疗
互联互通，为大湾区客户提供
更多的就医选择和更优质的
就医保障。

据了解，中国太平在大湾
区规模实力雄厚，跨境经营和
国际化优势突出，拥有丰富的
客户资源。2018年，中国太平在
大湾区的保费收入达351亿元，
共为大湾区内地居民提供了
1 . 53万亿元的各类人身险风
险保障。今年5月，中国太平发
布了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白皮书，宣布将全面打造民生、
科技、金融等七大领域的10个
项目。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推推出出

““粤粤港港澳澳大大湾湾区区共共享享医医疗疗保保险险””

华夏人寿始终秉承“为人
民服务”的企业宗旨，致力于
成为“客户利益最好、报酬福
利最好、业务成长最好”的三
好企业。为实现这一目标，华
夏人寿坚持“质量引领、产品
创先、生态整合、移动互联”
四大战略,遵循“业务与康养
相结合、管理与信仰相结
合、发展与强者相结合、品
牌与公益相结合、创新与科
技相结合”五大发展路径，形
成了具有“华夏”特色的经营
战略。

作为总公司首批全国布
点的省级分公司之一，近年
来，华夏人寿山东分公司依托
创新平台，重塑业务模式，
革新服务模式，经营业绩持
续稳定增长，社会影响力和
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2018
年，公司累计总保费206亿
元，山东市场排名第三；理赔
金额2 . 36亿元，理赔获赔率
97 . 22%，为超过1 . 57万客户
送去关爱与温暖。

华夏人寿山东分公司目
前共有营销、银保、战略、经
代、数字金融五大业务渠
道。截至目前，已设立济南、

烟台、潍坊、威海、滨州、东营、
菏泽、聊城、德州、泰安、枣庄、
日照、临沂、淄博、济宁15家中
心支公司，79家支公司与营
销服务部，人员队伍超6万，
初步完成了全省机构铺设和
网络布局。

业务发展不忘社会责
任。华夏人寿山东分公司依
托总公司平台，积极开展公
益活动。2015年在山东省临
沂市沂南县天河养老公寓建
立了山东首家“抗战老兵照
护中心”，为入住的抗战老
兵给予持续关爱和养老送
终。借助总公司一年两次的
客服节活动，全省寻访慰问
困难老人与儿童，以实际行
动践行华夏大爱。2018年荣
获“最具社会责任奖”荣誉
称号。

为响应总公司人才赋能、
持续完善人才生态化发展环
境的理念，促进公司健康长远
发展，华夏人寿山东分公司积
极完善员工培养培训体系，
为员工提供发展路径。其
中，华夏人寿烟台中支与山
东工商学院启动的在职教育
合作项目，投入百万费用，推

动在职营销人员学历及素质
提升，推进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金融从业人员队
伍，培养“职业、敬业、专业”的
金融人才。

华夏人寿山东分公司积
极践行“客户利益至上”的
核心价值观，从柜面服务到
全作业流程全方位提升客户
体验度和满意度。持续开展
了“保险知识普及教育”
“金融知识竞赛”“H5金融
知识普及月宣传”“保险知
识宣传进社区、进企业”等
活动，通过从内至外的活动
举措营造安全放心的保险消
费氛围，为金融知识普及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做出了表
率。

未来，华夏人寿山东分
公司将依托“科技创新、管理
创新”，优化业务结构，推动
价值转型，始终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设计,
为老百姓提供更普惠、性价
比更高的产品。构建“互联网
+”线上E化服务，为客户提供
无空间、无时间限制的优质
服务。

(胡晓娟 吴玮玮)

华夏人寿山东分公司：

在在责责任任和和创创新新中中跑跑出出““华华夏夏速速度度””

潍 坊 银 行
成 立于1997年，现有在
职员工2500余人，辖100
余处服务网点。拥有青
岛、聊城、滨州、烟台、
临沂五家分行，控股
设立青岛西海岸海汇
村镇银行；2015年9月设
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成立二十多年来，潍坊
银行始终坚持“立足地
方经济、立足小微企
业、立足城乡居民”的
市场定位，坚持创新驱
动、激发活力，坚持质
量为先、稳健经营，积
极推进转型发展，逐步
发展成为一家资本持
续达标、管理机制灵
活、经营效益显著、
品牌特色鲜明的现代
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
规模、盈利水平位居山
东省内城商行前列。获
评“全国职工模范之
家”、全国中小银行“最
佳普惠银行”“支持潍
坊发展突出贡献单位”
等荣誉称号。

扫码报名

近年来，华夏人寿迅速崛起，创造了市场瞩目的“华夏速度”：业务
持续高速增长，市场排名大幅提升，员工队伍不断壮大。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885亿元，位列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第442位。截至10月31日，公司累计总保
费2373亿元，市场排名第三。

潍坊银行聚焦公司金融、
零售金融、金融市场、数字金融
四大业务，深入推进数字化银
行建设，努力践行社会责任，致
力于打造质量好、效益好、服务
好、管理好、团队好、信誉好的

“六好银行”。根据业务需要，现
诚邀2020年应届优秀高校毕业
生加盟，携手共创潍坊银行美
好未来。

一一、招聘专业

经济、金融、国际贸易、工
商管理、营销、人力资源等经济
管理类专业；会计、财务管理、
审计、法律等财会法律类专业；
数学、统计、金融数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等数理统计类专业；
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开发、
大数据应用等信息科技类专
业；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等文学
类专业。

重点招聘：计算机、统计、
数学类专业，为我行数字化银
行建设提供人才储备。

二二、招聘需求

(一)管理培训生
要求：符合招聘专业的博

士、硕士，双一流大学高校本科
生，全球排名前300名的国外院
校应届毕业生；专业要求为第
一专业，不含辅修专业。主要为
各级机构提供管理人才储备。
工作地点：潍坊、青岛、烟台、滨
州、聊城、临沂
(二)专业英才类

要求：符合管培生岗位条
件，主要为我行公司金融、网络
金融、贸易金融、风险管理、金
融市场、财务管理、法律事务、
人力资源等专业岗位提供专业
人才储备。
(三)科技菁英类

要求：符合管培生岗位条
件，专业为计算机、统计、数学
类，主要为产品研发、客户分析、
大数据研究、数字银行建设、信
息化建设等提供科技人才储备。
(四)运营支持和业务营销类

要求：符合招聘专业的本
科及以上学历；专注于为客户
提供柜面操作、产品推介、综合
金融服务，未来有机会通过内
部招聘、公开选拔、专项选拔、
轮岗交流获得转岗工作机会；
户籍或家庭住址须为招聘工作
地点。

工作地点：潍坊、青岛、烟
台、滨州、聊城、临沂辖内机构
(五)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研究人员

报名及具体条件要求请登
录 潍 坊 银 行 官 网
(www.bankwf.com)查看招聘
简章。

三三、招聘条件

1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
提供虚假信息情形，无违规违
纪等不良行为记录；身心健康，
品貌端正；认同潍坊银行的企
业文化。

2 .境内院校应届毕业生须
为统招全日制2020年应届毕业

生，且在2020年7月底前获得国
家认可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境
外院校应届毕业生应在2019年
7月至2020年6月毕业，且在
2020年7月底前获得国家教育
部对学历、学位的认证。

3 .管培生、专业岗位、科技
岗位设外语要求，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须通过国
家英语六级(CET6)考试(成绩
在425分及以上)或同一级别外
语能力考试；本科毕业生须通
过国家英语四级(CET4)考试
(成绩在425分及以上)或同一
级别外语能力考试。主修语种
为其他外语的，应通过其相应
外语水平考试。

注：以上英语成绩及证书
须在有效期内。

4 .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
生优先考虑。

5 .取得CPA、CFA、CFP等
资格证书的优先考虑。

6 .报名各分行、县域岗位
的适当放宽专业条件。

四四、薪酬福利待遇

根据不同岗位类别支付具
有竞争力的工资报酬(管培生
以及专业岗位储备人才待遇从
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缴纳各
项保险，享受潍坊银行各项福
利待遇。

五五、招聘注意事项

(一)招聘流程
网上报名→简历筛选→笔

试→面试→体检→录用签约
1 .统一采取网上报名
网 址 ：h t t p : / / c a m -

pus. 51job.com/wfccb2020
咨询电话：(0531)55777111-

815/855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2

月6日
联系人：王老师/耿老师

(工作日9：00-17：30)
2 .应聘人员应如实填写简

历、上传照片并承诺信息属实，
如提供虚假信息，将取消录取
资格。不符合潍坊银行招聘条
件和要求者谢绝登录报名。

(二)注意事项
1 .潍坊银行2020年校园招

聘全权委托前程无忧进行。唯
一报名端口为：ht tp : // c am-
pus. 51job.com/wfccb2020，不接
收邮箱及纸质简历，不接受现
场报名；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
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
考试辅导培训班，不收取任何
费用，请广大应聘者提高警惕，
谨防受骗。

2 .应聘者务必保持手机及
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畅通并随
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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