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14 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市场
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主办的“信用让
消费更放心”主题宣传活动上，中国消
费者协会指导优信集团发布了二手车
消费教育手册——《二手车选购 68
问》，旨在向消费者普及基本的二手车
交易知识，让消费者购车更加舒心。这
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中消协指导的
二手车购车指南。此外，丰台区消费者
协会还向优信集团颁发了二手车消费
纠纷顾问专家证书。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刘清对
优信集团和教育手册给予了高度认
可，她表示：“优信集团是知名的二手车
电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这方面也一直
在做着表率。这本教育手册把消费者在
选购二手车过程中需要具备的知识，常
见的消费陷阱等以问答的形式一个个
的讲给消费者，从而提升消费者在维护
自身权益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优信集团 CMO 王鑫表示：“《二
手车选购68问》手册凝练了买卖和用
车过程中的点滴细节，不仅体现了优
信集团的专业态度和水准，更反映出
对坚守品质服务，提升产品和服务品
质的不懈追求。这也是中国消费者协
会选择优信的根本原因。本次，中国消

费者协会携手优信集团联合首发《二
手车选购 68 问》，就是想将这些宝贵
的经验分享给全国消费者，让消费者
买得省心用得放心。”

“整个手册编纂过程中，优信集团
对消费者进行了多次访问和调查，总
结了尤为关心、深感痛点的问题。而后
抽调公司专业且经验丰富的一线员
工，根据实际经验亲自回答并补充修
改，才最终成稿。”王鑫进一步介绍到。

众所周知，二手车作为大宗非标
商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较为普遍。优
信集团作为二手车行业的领军企业，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车况的数字化透明
升级，不断引入全新的技术提高检测
水平与用户体验。不光在业内率先使

用穿戴摄像设备做全库存视频检测，
并且推出了VR全景看车服务，将车况
的远程体验升级到了全球领先水准。

同时，优信集团构建了一套标准
化的二手车售后服务体系，彻底解决

“售后难”的问题。例如：在国内率先推
出 30 天重大事故包退、一年保修。后
来又进一步升级为3 天无理由退车、
最高赔付车价100%，消除消费者买车
的后顾之忧。

事实上，优信集团在多年的经营
活动中，对上千万辆二手车进行检测，
为数十万辆二手车提供售后服务，积
累了丰富实践的经验。《二手车选购68
问》手册以此为基础精炼，从车辆基础
知识、购车渠道选择、检测细节、交易
证件，以及具体案例分析等整个交易
环节，图文并茂地进行了详细解答。

“二手车市场正在快速发展，优信
集团愿意在各级市场监管机关和消费
者协会的指导下，在广大消费者的参与
和监督下，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服务水
平和标准，带动整个二手车行业服务的
规范性和能力。相信在多方努力、社会
共治的格局下，二手车行业在茁壮发展
的同时，消费者的权益也会受到更多
的尊重和保护。”王鑫最后如是说。

优信发布《二手车选购68问》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黄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财经.求学 11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2018年，四川保险业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决策部署，持续加强保险消
费者权益保护，卓有成效。

坚决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理念

四川银保监局以保护保险消费者
权益为监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险业
消费投诉主要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例
如2018年四川财险公司亿元保费投诉
量为2.65件/亿元，低于全国平均值为
36%，人身险公司亿元保费投诉量0.61
件/亿元，低于全国平均值60%。

四川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
心是由四川银保监局主导成立，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多层次纠纷解决
平台，受到省、市消协、三级人民法院

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指导和支持。
2018年受理保险纠纷案件成功率
86.14% 。保 险 消 费 者 可 以 通 过
028-84112378电话向四川保险业消
费者权益保险中心投诉或者申请调
解，也可以使用微信小程序“四川保
险业消保中心”在线寻求帮助。

坚持最大诚信原则构建和谐保
险消费环境

四川银保监局在办理投诉纠纷违
规案件中，严格审查保险公司是否坚
持了“最大诚信”原则，继续坚持快查
快处、严查重处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
的案件，多措并举，推动保险业“放心
舒心”消费建设。全川保险机构积极发
挥主体作用，狠抓业务质量防范销售
误导，切实做好投诉处理工作，侵害保
险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明显改观。

四川银保监局呼吁广大保险消
费者：在投保时应尽到如实告知义
务，提供保险标的准确信息，例如被
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职业情况、车辆
营运性质等。投保时一定要事先认真
阅读保险条款，并在投保单上亲笔签

名，防止纠纷。

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

今年银保监会“3.15”活动的主
题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提
升金融服务品质。此次四川保险业
消保中心和消费者教育基地举行的
公众体验活动，观摩保险纠纷现场
调解，体验网上消保投诉流程，感受
新科技在保险服务中带来的便捷。
全行业将以消费者为中心，提升客
户服务水平，为保险消费者带来更
好的服务体验。

3月13日，四川银保监局授权四
川省保险行业协会微信公众号“四川
保险在线”发布了2018年《四川保险
公司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考评结
果》，投诉处理是客户服务的重要内
容之一，消费者可以将其作为了解保
险公司服务水平的重要参考，推动市
场主体不断优化服务。

品质没有上限，服务也无终点，
消费者对服务的认同将永远是促进
四川保险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首站来到成都
看中成都的国际范儿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本次参展
的美国大学类型丰富。美国驻成都总
领事馆新闻文化领事蓝明凯向记者介
绍，本次参展的学校中既有研究型大
学，也有社区大学和文理学院。从办学
性质上讲既有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
校。“我们希望用这种面对面咨询的形
式，让成都学生和家长对目标大学有
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在咨询会现场，除了家长，还有不
少同学也亲自上阵。来自成都某中学
的高二男生李程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与招生官对话，远比通过第三方了解
信息有效多了，不仅问题能够得到准

确的答复，还可以及时追问。”
“我咨询了巴布森学院的情况，从

它的优势学科，学生的生活，以及学生
的就业情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了
解，几乎想要了解的问题招生官都悉
数解答了。”现场一位学生告诉红星新
闻记者，自己将来打算出国留学，现在
是希望了解大学招生要求后，帮助自
己对标学校要求，做有效准备。

据 EducationUSA 教育专员介绍，
成都站只是美国大学展会的开始，接
下来还将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大
连、沈阳等城市举行。而首站就选中成
都，正是看中了成都满满的国际范儿。

小翻译官主动上阵
获得现场家长齐声点赞

在展会现场，不少家长都遇到了
语言问题。了解到家长情况后，成都新
津为明学校初二学生赵胤希和廖应龙
等同学主动请缨上场。“因为家长之前
并没有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所以我
们就咨询了招生官关于该校的优势学
科，学生生活，学生就业情况等方面，
然后再用中文翻译给家长听。”赵胤希
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将来也想出
国留学，帮家长翻译的同时，自己也对
这些学校有了更深入了解。

而他们的翻译表现也得到了现场
家长与招生官的点赞，一位为女儿咨询
学校的家长表示，“有了这些同学的帮
助，咨询过程中都不用比比划划了。”

当问及为什么会和同学一起做家
长们的小小翻译官时，廖应龙表示，

“对于有留学意向的自己而言，这是一
次练习口语的好机会，可以锻炼自己
的胆量；当看到这些为自己孩子的学
习而奔波的家长时，我就想起了自己的
父母，能帮助他们也算是学有所用了。”

展会上，成都新津为明学校的9位
“小小翻译官”流利的英语获得了大家
较高的评价，那么，他们英语这么优秀，
难道都是国际班的吗？其实并不是，据
成都新津为明学校带队老师介绍，“这
次参加美国大学展会的9名学生既有
国际班也有普高班，因为学校外语课程
中会鼓励孩子开口说，在学校为孩子营
造语言环境，所以到了展会上，同学们
也不会怯场，并且游刃有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应鑫
摄影记者 赖浩

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和，友无
信不久，企无信不旺。在这个诚信为
重的商业环境中，诚信经营、诚信服
务是企业立足市场、获得消费者认同
的重要标准。

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的 2019 年
消费维权年主题为“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立足金融行业，为金融消费者提
供有品质、有温度、有专业性的金融服
务，让每一位金融消费者能放心、安心
的挑选到适合自身的金融消费产品，
实现美好生活，成为每一家金融机构
立信的根本和努力的方向与动力。

在消费者心中、专业人士眼中、
监管机构监督中，哪些金融机构真正
做到了“诚”与“信”？哪些机构能成为
消费者进行金融消费时最值得优先
考虑的企业呢？今天，时值“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2019四川金融行业诚
信品牌榜揭晓，让我们一起为上榜的
金融行业诚信翘楚鼓掌喝彩！

让消费者在诚信的金融企业里
享受服务，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2019 四川金融行业诚信品牌榜”评
选的初衷。为了评选出让四川金融消
费者认可、让监管机构认可的金融机

构，成都商报历时1个多月，通过市民
反馈、行业推荐等方式，让真正具有
市场影响力、诚信服务优的金融企业
从默默付出走上前台。

驻足新的一年，作为权威主流媒
体，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与金融业相
伴崛起、见证成长、记录发展，始终致
力于为四川百姓寻找最适合自己的
金融服务。我们愿集结所有金融力
量，记录最真实的民众之声，为百姓
甄选出引领行业发展、为百姓财富增
值的行业翘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金融315诚信榜单出炉 省内14家金融企业上榜

银行类诚信企业
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华夏银行成都分行

成都银行

四川保险业
2018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美国大学展会第一站来到成都 现场解答学生和家长的问题
在国外的留学生活是怎

样的？申请国外大学什么时
候开始准备？需要准备些什
么？学校的优势学科在哪方
面？需要什么条件才能顺利
拿到 offer（录取通知）？……
对于有出国意向的学生和家
长而言，这些都是不可回避
的问题。

不过，以往中国同学和
家长了解国外大学信息，大
多都是通过网站和中介等第三方渠道，这些获得的很多信息往往并不准确
详尽。为了给成都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及时、准确、客观、公正的美国高
等教育信息，帮助大家对留学美国做出适合选择。3月12日，Education USA
（隶属于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在全球17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了美国大学展会，60余所经过认证的美国大学
招生官现场解答学生和家长的问题。

保险类诚信企业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排名均不分先后）

信托类诚信企业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优信集团CMO王鑫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