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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進 展｜

客戶

對客戶負責：服務至上 誠信保障

客戶是企業的經營之本，我們關注客戶的每一次體驗，努力為客戶創

造價值。2017 年是我們的服務年，我們全年以「平安在你身邊」為

主題，開展了多項提升客戶體驗的行動和舉措，為客戶提供極致暖心

的服務。我們持續進行科技創新，用科技的力量去除繁瑣，把複雜留

給自己，為客戶創造簡單、便捷的生活體驗；我們持續進行產品創新，

滿足客戶的多樣化需求；我們持續進行服務創新，始終陪伴在客戶的

身邊，努力從每一次與客戶的接觸開始，提升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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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引入NPS*以來，我們不斷通過產品創新、服務創新、科技創新等

手段，着力提升客戶的體驗。

2017年，我們在金融行業領域發佈了行業首份NPS白皮書，將積累的行業經

驗和方法論轉化成冊，帶動行業從業者關注客戶體驗，科學地提升NPS，給

每一位消費者帶去快捷、值得信賴的金融消費體驗。

目前，我們的NPS觸點每月覆蓋線上線下接觸量近100億，觸發300多萬條調

研，結合客戶反饋，形成了300餘個用戶體驗提升項目，了解客戶訴求、尋找

機會點，實現客戶體驗與業務價值的雙提升。2017年，我們的NPS較2016

年提升了六個百分點，達到36%。

2017年，我們召開了「揭秘平安科技變革」的開放日活動，全面披露五大核心

技術。五大創新科技聚焦我們大金融資產和大醫療健康兩大產業，深度運用於

「金融服務生態圈」、「醫療健康生態圈」、「汽車服務生態圈」、「房產金融生態

圈」等四大生態圈，不斷將尖端科技用於提升客戶的體驗，為客戶創造簡單的

生活。

	 重視客戶體驗，提升客
戶的滿意度和忠誠度

	 持續科技創新，為客戶
創造簡單生活

* NPS即客戶淨推薦值，客觀的反映出客戶對於企業的滿意度和忠誠度。淨推薦值=推薦者所佔客戶百分比-貶損者所佔客戶百分比

NPS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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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超過三萬單空中

業務，平均辦理時長從三天到

十分鐘，空中服務客戶滿意度高達

100%。

● 有效解決小微企

業融資難、借貸市

場有效供給短缺的

問題。

●  已 對 121 萬

人、226 萬 筆 交

易進行風險超配提

示、攔截，金額超

3,700 億元。

●   一站式滿足各類客戶個性化的炒股理

財需求，讓股票投資變簡單。

●  超過 11 萬企業職工享受「智能養老」

服務帶來的簡單、便捷，養老金規

模近 400 萬。

● 醫生人均產能

十 倍 增 加， 滿 足

日 均 數 十 萬 在 線

諮詢及實施問診需

求。

● 2017 年，222 個

客戶實現後台下單

1,011 次，總 金 額

超 620 萬 元，年

化 收 益率 約 10-

30%。

● 超 過 346 萬 客 戶

選擇通過 APP 在線自助完成

理賠，單方案件平均結案週期僅為

0.35 天，全年 67.2% 的車險報案實現當

日賠付。

智慧客服：運用生物認證、
大數據等十餘項 AI 技術，打造

起全域覆蓋、全流程智能辦
理、動態精准風控的智慧

服務體系。

AI 審批：借助「人臉
識別」，解決借款人身份

核實的難題，準確率高
達 99.8%。

KYP/KYC： 採 用 金 融
及科技手段，讓產品評
級更具參考價值，投資
者評估更加精准，進而
提升產品與投資者

精准匹配效果。

AI 慧炒股：基於大
數據機器學習技術構建

和實戰訓練，形成差異化
智能資產配置方案和智能輔

助決策工具。

智能養老：運用人臉
識別、電子簽名和大數
據分析等技術，讓養老金
領取更為簡單。

AI 醫生：涵蓋了智能輔
助診療系統、智能健康

硬件和「現代華佗計劃」
等內容，集合了數億條
在線診療及健康諮詢數

據，可用於在線醫
療的預診分診、

問診環節。

智能投顧：運用大數
據和 AI 算法，為客戶制

定個性化投資方案，並
可提供產品組合一鍵下
單服務。

510 極 速 查 勘：
利用 AI 智能手段遠程
查勘或快速到達，保證城
市客戶出險後十分鐘內到達現
場處理。

微信理賠小程序「客 e 寶」：
融 合 人 臉 識 別、OCR 掃
描、 電 子 簽 名 三 大 AI 技
術，讓客戶感受到極簡 

極速的線上理賠 
體驗。

人工智能

技術的場景

應用

人工智能技術的場景應用

平安
人壽

平安
產險

平安
銀行

				平安
		健康	
互聯網

平安
養老險

平安
證券

陸金所

平安
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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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團總經理任匯川介紹平安銀行智能投顧功能

待孕媽媽足不出戶即可辦理業務

吳女士是上海一位懷孕六個多月的待產媽媽，也是平安人壽的客戶。2017 年 10 月，吳女士需要辦理保單貸款、保

單生存金領取的業務。保單服務人員得知吳女士的身體狀況後，為及時解決吳女士的需求，於是向她推薦了平安人

壽的「智慧客服」服務。

吳女士通過「平安金管家」APP 與櫃員空中連線，一次性為自己的保單辦理了貸款、生存金領取、累積紅利領取等

多項業務。「平安這個業務真的好，直接在家里就能辦業務，不用再往門店跑，方便又人性化」，吳女士感慨道。

案	例

平安銀行：智能投顧理財新模式

陳女士是平安銀行的一位財富客戶，曾在多家銀行開立過理財賬戶，購買基金和理財產品，但是在2015年後的

股市中體驗並不好，財富縮水，不知道手里的產品是該買還是賣。

陳女士通過推薦，接觸到不斷優化中的平安智投平台，平台根據陳女士過往投資行為數據和風險偏好，得出平衡

型風險等級3，同時對她的資產配比進行智能分析，發現權益類淨值型產品佔比較高，與其風險承受能力不完全

匹配，是導致財富受損度超預期的主要原因。

經過平安銀行投顧的介紹，陳女士認為平安智投很好地解決了客戶對「資產配置不知道怎麼做，產品不知道怎麼

選，買了不知道怎麼調整」等一系列客戶最關心的問題，於是決定使用平安銀行的智能投顧進行理財，並最終實

現2017年全年收益接近20%的優秀理財成績。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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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綜合金融+科技」集團，我們聚焦大金融資產和大醫療健康兩大領域，不

斷創新研發符合多樣化人群的金融及醫療產品，滿足社會上各類人群的需求，

用全方位的金融和醫療健康服務，提升客戶的生活質量，為客戶創造價值。

面向外出務工人員推出定製化保險產品

外出務工人員作為新型的經濟生力軍，他們為社會、家庭所作出了巨大貢獻，

城市因他們的建設而繁華，而他們卻自身缺乏保障。對此，平安產險面向外出

務工人員，定製化研發出「創富平安卡」和「守護寶貝卡」專屬保險產品。「創

富平安卡」涵蓋一般意外、意外醫療、公交意外、三者責任、維權支持等內

容，讓外出務工人員在城市打工平安無憂。「守護寶貝卡」專為外出務工人員

設計，涵蓋一般意外、意外醫療、三者責任、心理輔導，讓留守兒童父母在外

打工創業安心無慮。

	 持續產品創新，滿足不
同客戶的多樣化需求

平安產險「510極速查勘」，颱風中的「逆行人」

唐波，平安產險負責深圳福田轄區的查勘員。

2017 年 8 月底，颱風「天鴿」登陸深圳，深圳

市年度首次發佈颱風紅色預警。借助「510 極速

查勘」搭載的技術，唐波在早上八點接到查勘的

需求後，僅用時八分鐘就趕到了事故現場——白

石路上京港澳高速的路口，為出險客戶開展查勘

作業。從報案到查勘員到達現場，速度之快贏得

了客戶的連連贊譽。

案	例	

查勘員唐波正在現場查勘

保障外出務工人員

丁先生是一位包裹搬運工，常年在外打工，很有安全保障意識的他，在得知平安產險推出「創富平安卡」後，立

即就購買了。丁先生的住所離工作場所比較遠，平時都是乘坐公交車上下班。某日的上班途中，丁先生乘坐的公

交車因追尾發生交通事故，並導致他受傷住院了十天，光醫療費用支出就超過了4,000元。幸運的是，因為此前

購買了「創富平安卡」，平安產險向丁先生賠付了3,900元醫療費，解決了丁先生的後顧之憂。

案	例	

總保額

94.67億元

創富平安卡

守護寶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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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馬拉松定製保險產品

近年來，馬拉松賽事在各大中城市逐漸風靡起來，馬拉松跑友也越來越多。為

滿足廣大跑友的需求，平安產險秉承「保險+健康」理念，特別研發了馬拉松

定製產品。產品包含意外傷害、最突發的猝死、劇烈運動導致的電解質失衡以

及急性的運動損傷等責任，涵蓋了馬拉松過程中的方方面面風險，為參賽人員

及賽事工作人員提供全方位保險保障。

2017年服務大型賽事三場，包括上海國際馬拉松3.8萬人次，西安國際馬拉松

2.1萬人次，其餘中小型健康跑、樂跑賽事100餘場，累計為超六萬人次提供

保險服務。

智能日添利產品餘額

100億元

智能日添利，開啟儲蓄理財新模式

平安銀行針對客戶的結算與理財需求，以借記賬戶為載體，為客戶提供了一款智能化理財產品 —— 智能日添利，該產

品打通了支付結算與理財功能，實現了客戶資金的自由調度、隨心支付和智能理財。客戶簽約智能日添利自動申購後，

高於活期結算賬戶最低留存金額的部份自動申購日添利產品，實現資金收益最大化 ；當客戶進行取現、消費等交易賬戶

餘額不足時，系統自動贖回智能日添利產品至活期賬戶，以進行相關交易。

產品兼具增值性與流動性兩大特點，開啟了儲蓄理財的全新模式。截至2017年12月31日，智能日添利產品餘額約100

億元。

全國首創「三位一體」醫療服務模式

作為我們大醫療健康板塊的重要成員，平安健康（檢測）中心在全國首創影像診斷、醫學檢驗、精密體檢相結合的「三

位一體」健康檢測服務模式，致力於促進醫療服務專業細分，推動醫療產業升級，提升區域醫療水平，實現最大的第三

方影像、最優質的第三方檢驗和最高端的第三方體檢業態融合，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多樣化的優質醫療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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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確，目前我國城市的金融發

展和醫療水平都已經很發達，而農村的資金條件、醫療條件卻仍然很差，與城

市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平安的發展得益於社會，得益於時代的發展進步，因此，我們也在積極回饋社

會，通過金融和醫療手段，覆蓋弱勢群體，提升欠發達地區的致富能力和醫療

健康水平。

農戶專屬「鄉鄰卡」，享多重權益

2017年，平安銀行在縣域市場推出了助農卡「鄉鄰卡」，針對縣鎮客戶配置專

屬借記卡類型，並提供基礎的權益。目前已在河北、湖北、浙江、廣東推廣，

一年多來服務村民客戶十多萬人次。「鄉鄰卡」擁有免IC卡工本費、免賬戶管

理費、免短信通知服務費、利率上浮等專屬權益。

研發適合視障人群的保險產品「平安EYE護你」

出於視障人群出行安全系數低的考慮，市場上一直以來缺乏視障者可以購買

的保險產品。在今年的國際殘疾人日，我們向1,700萬視障人群推出了「平安

EYE護你」的保險產品，同時還對平安官網進行了無障礙優化，為視障人群的

出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這也是國內首款針對視障人群的專屬保險產品。

	 通過金融和醫療手段，
助力解決發展不平衡的
問題

覆蓋視障人群

1,700萬

平安EYE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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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醫生通過「醫視平台」與縣城醫院進行遠程會診

平安萬家「醫視平台」，向農村輸送優質醫療資源

為解決農村醫療資源薄弱的問題，平安萬家醫療開發出「醫視平台」，採用電

視機、電腦、手機「三屏互動」的技術手段，實現分級診療大平台、醫聯體

網絡平台、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平台三大核心功能。通過「醫視平台」，城市醫

生可以和鄉村醫生進行聯合會診，指導鄉村醫生進行疑難症狀的診療，有效

提升鄉村醫生的問診能力。「醫視平台」使偏遠農村得以嫁接城市的優質醫療

資源，有助於提升農民的醫療健康水平。「醫視平台」打破了傳統空間上的局

限，讓省、市、縣、鄉、村五級醫療機構縱橫貫通，實現優質醫療資源下沉

和基層患者精准導流，為「三村」的「村醫」工程打下了良好基礎。截至2017

年12月31日，「醫視平台」覆蓋1,200個鄉村衛生所，約240萬村民受益。

城市優質醫療資源直通偏遠山區

張明召，河南禹州市磨街鄉常門村衛生室的一名村醫，全村僅有的一名全科醫生，他所在的村衛生室醫療條件簡

陋，也是全村唯一一個村衛生室，全村居民的健康管理就依靠這個衛生室。常門村地處禹州市西部偏遠山區，是

河南省定點扶貧村。「我的左眼三四年都看不清東西了，平時還總是干澀、發癢。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想着就

是人老了，不中用了。縣城又離得的那麼遠，也沒想着專門跑一趟去找醫院瞧瞧」，71歲的趙大娘是常門村的一

位普通村民。「今天，通過我們的村醫和鄭州大醫院的專家一起，給我分析病因，說是到縣城醫院做個白內障手

術就可以治好。這確實是太方便了，以後在家門口就能找到專家看病了」，趙大娘十分感慨。這位趙大娘的病就

是通過平安萬家醫療的醫師平台的遠程視頻會診解決的。

案	例	

覆蓋村民

240萬

醫視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