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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进 展｜

客户

对客户负责：服务至上 诚信保障

客户是企业的经营之本，我们关注客户的每一次体验，努力为客户创

造价值。2017 年是我们的服务年，我们全年以“平安在你身边”为

主题，开展了多项提升客户体验的行动和举措，为客户提供极致暖心

的服务。我们持续进行科技创新，用科技的力量去除繁琐，把复杂留

给自己，为客户创造简单、便捷的生活体验；我们持续进行产品创新，

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我们持续进行服务创新，始终陪伴在客户的

身边，努力从每一次与客户的接触开始，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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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引入NPS*以来，我们不断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科技创新等

手段，着力提升客户的体验。

2017年，我们在金融行业领域发布了行业首份NPS白皮书，将积累的行业经

验和方法论转化成册，带动行业从业者关注客户体验，科学地提升NPS，给

每一位消费者带去快捷、值得信赖的金融消费体验。

目前，我们的NPS触点每月覆盖线上线下接触量近100亿，触发300多万条调

研，结合客户反馈，形成了300余个用户体验提升项目，了解客户诉求、寻找

机会点，实现客户体验与业务价值的双提升。2017年，我们的NPS较2016

年提升了六个百分点，达到36%。

2017年，我们召开了“揭秘平安科技变革”的开放日活动，全面披露五大核心

技术。五大创新科技聚焦我们大金融资产和大医疗健康两大产业，深度运用于

“金融服务生态圈”、“医疗健康生态圈”、“汽车服务生态圈”、“房产金融生态

圈”等四大生态圈，不断将尖端科技用于提升客户的体验，为客户创造简单的

生活。

	 重视客户体验，提升客
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持续科技创新，为客户
创造简单生活

* NPS即客户净推荐值，客观的反映出客户对于企业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净推荐值=推荐者所占客户百分比-贬损者所占客户百分比

NPS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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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超过三万单空中

业务，平均办理时长从三天到

十分钟，空中服务客户满意度高达

100%。

● 有效解决小微企

业融资难、借贷市

场有效供给短缺的

问题。

●  已 对 121 万

人、226 万 笔 交

易进行风险超配提

示、拦截，金额超

3,700 亿元。

●   一站式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的炒股理

财需求，让股票投资变简单。

●  超过 11 万企业职工享受“智能养老”

服务带来的简单、便捷，养老金规

模近 400 万。

● 医生人均产能

十 倍 增 加， 满 足

日 均 数 十 万 在 线

咨询及实施问诊需

求。

● 2017 年，222 个

客户实现后台下单

1,011 次，总 金 额

超 620 万 元，年

化 收 益 率 约 10-

30%。

● 超 过 346 万 客 户

选择通过 APP 在线自助完成

理赔，单方案件平均结案周期仅为

0.35 天，全年 67.2% 的车险报案实现当

日赔付。

智慧客服：运用生物认证、
大数据等十余项 AI 技术，打造

起全域覆盖、全流程智能办
理、动态精准风控的智慧

服务体系。

AI 审批：借助“人脸
识别”，解决借款人身份

核实的难题，准确率高
达 99.8%。

KYP/KYC： 采 用 金 融
及科技手段，让产品评
级更具参考价值，投资
者评估更加精准，进而
提升产品与投资者

精准匹配效果。

AI 慧炒股：基于大
数据机器学习技术构建

和实战训练，形成差异化
智能资产配置方案和智能辅

助决策工具。

智能养老：运用人脸
识别、电子签名和大数
据分析等技术，让养老金
领取更为简单。

AI 医生：涵盖了智能辅
助诊疗系统、智能健康

硬件和“现代华佗计划”
等内容，集合了数亿条
在线诊疗及健康咨询数

据，可用于在线医
疗的预诊分诊、

问诊环节。

智能投顾：运用大数
据和 AI 算法，为客户制

定个性化投资方案，并
可提供产品组合一键下
单服务。

510 极 速 查 勘：
利用 AI 智能手段远程
查勘或快速到达，保证城
市客户出险后十分钟内到达现
场处理。

微信理赔小程序“客 e 宝”：
融 合 人 脸 识 别、OCR 扫
描、 电 子 签 名 三 大 AI 技
术，让客户感受到极简 

极速的线上理赔 
体验。

人工智能

技术的场景

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场景应用

平安
人寿

平安
产险

平安
银行

				平安
		健康	
互联网

平安
养老险

平安
证券

陆金所

平安
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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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团总经理任汇川介绍平安银行智能投顾功能

待孕妈妈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业务

吴女士是上海一位怀孕六个多月的待产妈妈，也是平安人寿的客户。2017 年 10 月，吴女士需要办理保单贷款、保

单生存金领取的业务。保单服务人员得知吴女士的身体状况后，为及时解决吴女士的需求，于是向她推荐了平安人

寿的“智慧客服”服务。

吴女士通过“平安金管家”APP 与柜员空中连线，一次性为自己的保单办理了贷款、生存金领取、累积红利领取等

多项业务。“平安这个业务真的好，直接在家里就能办业务，不用再往门店跑，方便又人性化”，吴女士感慨道。

案	例

平安银行：智能投顾理财新模式

陈女士是平安银行的一位财富客户，曾在多家银行开立过理财账户，购买基金和理财产品，但是在2015年后的

股市中体验并不好，财富缩水，不知道手里的产品是该买还是卖。

陈女士通过推荐，接触到不断优化中的平安智投平台，平台根据陈女士过往投资行为数据和风险偏好，得出平衡

型风险等级3，同时对她的资产配比进行智能分析，发现权益类净值型产品占比较高，与其风险承受能力不完全

匹配，是导致财富受损度超预期的主要原因。

经过平安银行投顾的介绍，陈女士认为平安智投很好地解决了客户对“资产配置不知道怎么做，产品不知道怎么

选，买了不知道怎么调整”等一系列客户最关心的问题，于是决定使用平安银行的智能投顾进行理财，并最终实

现2017年全年收益接近20%的优秀理财成绩。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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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综合金融+科技”集团，我们聚焦大金融资产和大医疗健康两大领域，不

断创新研发符合多样化人群的金融及医疗产品，满足社会上各类人群的需求，

用全方位的金融和医疗健康服务，提升客户的生活质量，为客户创造价值。

面向外出务工人员推出定制化保险产品

外出务工人员作为新型的经济生力军，他们为社会、家庭所作出了巨大贡献，

城市因他们的建设而繁华，而他们却自身缺乏保障。对此，平安产险面向外出

务工人员，定制化研发出“创富平安卡”和“守护宝贝卡”专属保险产品。“创

富平安卡”涵盖一般意外、意外医疗、公交意外、三者责任、维权支持等内

容，让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打工平安无忧。“守护宝贝卡”专为外出务工人员

设计，涵盖一般意外、意外医疗、三者责任、心理辅导，让留守儿童父母在外

打工创业安心无虑。

	 持续产品创新，满足不
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平安产险“510极速查勘”，台风中的“逆行人”

唐波，平安产险负责深圳福田辖区的查勘员。

2017 年 8 月底，台风“天鸽”登陆深圳，深圳

市年度首次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借助“510 极速

查勘”搭载的技术，唐波在早上八点接到查勘的

需求后，仅用时八分钟就赶到了事故现场——白

石路上京港澳高速的路口，为出险客户开展查勘

作业。从报案到查勘员到达现场，速度之快赢得

了客户的连连赞誉。

案	例	

查勘员唐波正在现场查勘

保障外出务工人员

丁先生是一位包裹搬运工，常年在外打工，很有安全保障意识的他，在得知平安产险推出“创富平安卡”后，立

即就购买了。丁先生的住所离工作场所比较远，平时都是乘坐公交车上下班。某日的上班途中，丁先生乘坐的公

交车因追尾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他受伤住院了十天，光医疗费用支出就超过了4,000元。幸运的是，因为此前

购买了“创富平安卡”，平安产险向丁先生赔付了3,900元医疗费，解决了丁先生的后顾之忧。

案	例	

总保额

94.67亿元

创富平安卡

守护宝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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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马拉松定制保险产品

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在各大中城市逐渐风靡起来，马拉松跑友也越来越多。为

满足广大跑友的需求，平安产险秉承“保险+健康”理念，特别研发了马拉松

定制产品。产品包含意外伤害、最突发的猝死、剧烈运动导致的电解质失衡以

及急性的运动损伤等责任，涵盖了马拉松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风险，为参赛人员

及赛事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保险保障。

2017年服务大型赛事三场，包括上海国际马拉松3.8万人次，西安国际马拉松

2.1万人次，其余中小型健康跑、乐跑赛事100余场，累计为超六万人次提供

保险服务。

智能日添利产品余额

100亿元

智能日添利，开启储蓄理财新模式

平安银行针对客户的结算与理财需求，以借记账户为载体，为客户提供了一款智能化理财产品 —— 智能日添利，该产

品打通了支付结算与理财功能，实现了客户资金的自由调度、随心支付和智能理财。客户签约智能日添利自动申购后，

高于活期结算账户最低留存金额的部分自动申购日添利产品，实现资金收益最大化 ；当客户进行取现、消费等交易账户

余额不足时，系统自动赎回智能日添利产品至活期账户，以进行相关交易。

产品兼具增值性与流动性两大特点，开启了储蓄理财的全新模式。截至2017年12月31日，智能日添利产品余额约100

亿元。

全国首创“三位一体”医疗服务模式

作为我们大医疗健康板块的重要成员，平安健康（检测）中心在全国首创影像诊断、医学检验、精密体检相结合的“三

位一体”健康检测服务模式，致力于促进医疗服务专业细分，推动医疗产业升级，提升区域医疗水平，实现最大的第三

方影像、最优质的第三方检验和最高端的第三方体检业态融合，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样化的优质医疗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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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确，目前我国城市的金融发

展和医疗水平都已经很发达，而农村的资金条件、医疗条件却仍然很差，与城

市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平安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得益于时代的发展进步，因此，我们也在积极回馈社

会，通过金融和医疗手段，覆盖弱势群体，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致富能力和医疗

健康水平。

农户专属“乡邻卡”，享多重权益

2017年，平安银行在县域市场推出了助农卡“乡邻卡”，针对县镇客户配置专

属借记卡类型，并提供基础的权益。目前已在河北、湖北、浙江、广东推广，

一年多来服务村民客户十多万人次。“乡邻卡”拥有免IC卡工本费、免账户管

理费、免短信通知服务费、利率上浮等专属权益。

研发适合视障人群的保险产品“平安EYE护你”

出于视障人群出行安全系数低的考虑，市场上一直以来缺乏视障者可以购买

的保险产品。在今年的国际残疾人日，我们向1,700万视障人群推出了“平安

EYE护你”的保险产品，同时还对平安官网进行了无障碍优化，为视障人群的

出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这也是国内首款针对视障人群的专属保险产品。

	 通过金融和医疗手段，
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

覆盖视障人群

1,700万

平安EYE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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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通过“医视平台”与县城医院进行远程会诊

平安万家“医视平台”，向农村输送优质医疗资源

为解决农村医疗资源薄弱的问题，平安万家医疗开发出“医视平台”，采用电

视机、电脑、手机“三屏互动”的技术手段，实现分级诊疗大平台、医联体

网络平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三大核心功能。通过“医视平台”，城市医

生可以和乡村医生进行联合会诊，指导乡村医生进行疑难症状的诊疗，有效

提升乡村医生的问诊能力。“医视平台”使偏远农村得以嫁接城市的优质医疗

资源，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医疗健康水平。“医视平台”打破了传统空间上的局

限，让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机构纵横贯通，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和基层患者精准导流，为“三村”的“村医”工程打下了良好基础。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医视平台”覆盖1,200个乡村卫生所，约240万村民受益。

城市优质医疗资源直通偏远山区

张明召，河南禹州市磨街乡常门村卫生室的一名村医，全村仅有的一名全科医生，他所在的村卫生室医疗条件简

陋，也是全村唯一一个村卫生室，全村居民的健康管理就依靠这个卫生室。常门村地处禹州市西部偏远山区，是

河南省定点扶贫村。“我的左眼三四年都看不清东西了，平时还总是干涩、发痒。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着就

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县城又离得的那么远，也没想着专门跑一趟去找医院瞧瞧”，71岁的赵大娘是常门村的一

位普通村民。“今天，通过我们的村医和郑州大医院的专家一起，给我分析病因，说是到县城医院做个白内障手

术就可以治好。这确实是太方便了，以后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专家看病了”，赵大娘十分感慨。这位赵大娘的病就

是通过平安万家医疗的医师平台的远程视频会诊解决的。

案	例	

覆盖村民

240万

医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