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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传递保险“正能量”

———专访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郎中伟会长

成都商报记者：

十八大召开之后对金融保

险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机遇和挑战，

2013

年

协会工作有什么打算？

郎中伟：2013年， 协会将一如既往地在政府

和四川保监局的坚强领导下， 以保护保险消费者

合法权益为核心，履行好“服务、自律”两大职能，

不断提升四川保险业服务我省经济建设全局的能

力；稳步推进从业人员队伍规范化、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努力提升从业人员服务大众的水平，大力

倡导理性投保、理性索赔的健康消费观念。同时，

我们将督促会员自律， 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促进四川保险市场和行业健康发展。我们愿与

全省人民携手并进， 为我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保驾护航！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成都商报记者：

协会能接受消费者的咨询

投诉吗？

郎中伟：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做好保

险咨询和投诉，并建立了相应的投诉管理、处理机

制。 一是协会秘书处内部设立了业务部门专门受

理相关业务的咨询投诉。截至2012年12月31日，协

会产、寿险工作部共接受电话咨询156次，处理投

诉案件46件。对于客户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到

了耐心解释和沟通说明；对于一般投诉案件，我们

会向当事双方充分了解情况后做好沟通协调工

作，并确保在一周内及时回复处理意见，尽力化解

矛盾；对重大投诉案件，我们还会及时上报监管部

门。二是我们建立了《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处

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接待安排可以在协会官网

《四川保险网》上查到。

成都商报记者：

那今后公众可以放心到你们

那里咨询？

郎中伟：2013年协会仍将继续做好来电来访

的咨询投诉工作，保证每件咨询有答复、每件投诉

有结案， 我们还会对接待人员的工作方式方法和

态度进行评估，保证投诉咨询的处理质量和公平、

公正。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到协会咨询投诉。

成都商报记者：

有消费者认为保险太复杂

了，不晓得该怎么买保险，或者害怕购买保险后遇

到问题甚至发生纠纷，您有什么建议呢？

郎中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纠纷是不可

避免的，消费者也不必“谈保险纠纷色变”。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保险作为分散、管理财产和人身风

险的一种必备方式， 已经在社会上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的需求和信任对于行业来讲

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促使我们从公司准

入、产品设计、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自我管控都十

分严格，除了一直坚守“诚信为行业立身、发展之

本”的理念并践行诚信经营的承诺外，自去年以

来，行业更是把“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

行业发展的立足点，并围绕这点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然，保险作为经济合同的一种，我们也倡导合同

双方共同遵循严谨的科学原理和健康的金融规

律。良性的互动可以减少很多误会和纠纷。

成都商报记者：

什么是良性互动？

郎中伟： 我觉得良性互动包括几个方面：首

先最关键的是我们行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和管

控，真正做到为消费者“分忧解难”。其次我建议

保险消费者能尽量学习了解一些基本保险知识，

树立正确保险意识，理性投保、理性索赔。有问题

不仅可以咨询保险公司、营销员，还可以咨询监管

机关、行业协会。

遇到纠纷更别着急， 除了可以向监管机关和

我们协会投诉外， 还可以向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

员会申请调解、 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申

请诉讼。我认为，这样才是科学、理性解决问题的

方法，才能真正实现和促进良性互动。

成都商报记者：

现在社会公众对

人身保险接受程度也很高，老百姓对生

老病死的保障需求也很旺盛，但又怕因

为不懂保险被误导，在这方面协会又做

了哪些具体工作？

郎中伟： 这方面协会一是向各人

身保险公司会员单位发出了 《倡议

书》， 倡导各会员单位以实际行动提高

服务水平，坚决杜绝销售误导的发生。

二是与四川省银行协会共同对原

有《银行（

邮政

）保险投保须知》的若

干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并报经四川银

监局和四川保监局审核同意后，形成了

新版 《商业银行代理保险投保提示》，

向消费者重点提示续期缴费、现金价值

和犹豫期权利等。截至去年年底，我们

已向26家商业银行及邮政单位发放投保

提示16155份， 覆盖全省1万多家银邮代

理网点。

三是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基本的

人身保险常识和正确的保险意识，让老

百姓通过更多平台了解风险， 学习保

险，从而理性投保、理性索赔，多管齐下

维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成都商报记者：

您刚才提到了针

对市场问题创新自律方式加大自律力

度，那么在“车险”这个老百姓和各大财

产保险公司共同的长期热点话题方面，

协会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来保护车主合

法权益？

郎中伟：为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

法权益， 我会按照四川保监局相关要

求，于2012年2月全面启动了综合治理工

作：一是向行业内部发出了《四川省保

险行业加强和改善车险理赔服务倡议

书》。二是就制定车险基础服务标准、加

强行业自律及信息共享、开展车险专项

宣传，普及知识消除误解等工作制定了

详细的工作方案并进行了部署。

三是根据中保协下发的《机动车辆

商业保险理赔单证标准》， 制定并印发

了《四川省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理赔单证

标准》， 对我省机动车辆商业保险理赔

单证进行了规范， 简化了理赔流程。在

此基础上，我们还积极配合四川保监局

探索利用车险信息共享平台相关数据

对理赔时效性指标进行测评，并积极探

索引入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车险理赔

满意度测评的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根据我们的调查

和实际感受 ，快撤快处快赔中心在缓

堵保畅和 方 便 群 众 处 理 交 通 事 故 方

面的确提供了很大的便捷 ，那今年会

继续测评吗 ？

郎中伟： 肯定会。2013年我会将在

去年服务质量测评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推进服务质量测评工作，规范车险理赔

管理， 切实提升车险理赔服务水平，维

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还将加大

非车险市场整治力度，努力抓好《四川

省保险行业财产保险自律公约》 的落

实，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切实维护

广大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成都商报记者：

协会作为一个行

业的自律团体组织，您觉得协会会员单

位

2012

年的表现怎么样？

郎中伟：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明

显放缓，国际金融环境严峻，在这种大环

境下， 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全体会员单

位在各级政府和四川保监局的正确领导

和亲切关怀下， 齐心协力， 始终坚持以

“自律、服务”为核心，在提高行业服务

水平、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维护金融市场和社会

稳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切实有效工作。

例如支持交管部门在原有4个轻微道路

交通事故快撤快处快赔中心的基础上又

新增3个中心、针对市场问题创新自律方

式加大自律力度、 大力普及保险基本知

识和意识、 与银行业合作加大风险提示

等。 我们的各个保险公司会员单位也针

对不同客户的需求不断推出了各种便民

措施和爱心活动， 例如小额案件限时赔

付、雨季风险提示服务、绿色通道服务、

高考和黄金周专项服务、 各类客户节活

动、捐资助学和敬老扶弱公益服务等等。

成都商报记者：

做了这些事，您

感觉市场和公众的反应怎么样？

郎中伟：付出总有回报，数据可以

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截至2012年

末， 四川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819.53

亿元， 同比增长5.24% ； 全年赔付支出

232.90亿元，同比增长21.85% 。可以说行

业为社会和公众分散、管理风险的功能

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 借此机会，我

也代表协会全体会员单位衷心感谢各

级政府和保险消费者一直以来对我们

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诚信

宣言

特 别 维 权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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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

112

家会员单位 （

67

家保

险公司、

27

家保险中介公司、

18

家地市保险行业协

会） 在我省各级政府及四川保监局的正确领导下，

在千家万户的信赖支持下，通过自律、自控尽职履

责，在客户服务、业务发展等方面向全川人民交出

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参与单位

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

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自律方式加大自律力度 努力提升保险消费者满意度

自律倡议+风险提示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买保险

遵循科学原理和合同精神 良性互动减少纠纷

建立畅通的咨询投诉通道 公平受理保险咨询和投诉

充分发挥协会职能 共建四川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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