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年盛‘惠’，金生相伴”，
在2021年来临之际，新华保险倾
情回馈客户，隆重推出“惠金生
年金保险”，联合公司品牌百万
医疗保险，满足消费者对于资金
规划与健康保障的需求。

提升财富智“惠”，
规划如意人生

“惠金生年金保险”是一款
快速积累、利益确定、十年或十
五年满期的年金保险，可搭配

“金利终身寿险（万能型）”实现
财富的终身增值。它有三大特
色，助力提升家庭财富免疫力！

特色一，惠及客户。“惠金生
年金保险”短期交费，定期规划，
它有一次交清、三年交、五年交
三种交费方式，实现10或 15年
的中短期资金规划，为客户匹配
重要需求。最高投保年龄至70
周岁，惠及更多客户。

特色二，“三金”稳固。“惠金
生年金保险”利益清晰，合同生
效满五年即可给付关爱金，最高
可达首次交纳保险费的100%；
合同生效满六年起至保险期间
届满之前，每年按基本保险金额
的30%给付生存保险金；保险期
间届满还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给
付满期生存保险金，利益确定。

特色三，生“升”不息。客户
可以选择将“惠金生年金保险”
与“金利终身寿险（万能型）”进
行组合。“金利终身寿险（万能
型）”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月度结
算，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5%，实现财富的终身增值。
“惠金生年金保险”利益明

确、约定给付，“金利终身寿险
（万能型）”稳健增值、领取灵活，
可实现资金的长期积累与增值，
做到一次投保，终身受益，满足子
女教育、养老等重要规划需求。

人生需要攻守结合，只有健
康才能安享财富，在保护财富之
前，别忘了给自己一份健康保障。

百万医疗保障，
践行普“惠”金融

疫情影响下，越来越多大众
消费者的保险意识逐渐觉醒。
此时医疗险尤其是百万医疗保
险，以其实惠的保费、高达上百
万的保障额度，备受市场欢迎。

新华保险“康健华尊医疗保
险（费率可调）”是一款保额最高
可达400万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
品。它能为住院治疗提供充足保
障，让大额医疗费用开支不再成
为家庭的负担！产品具有四大突
出特色，帮助客户从容就医！

一、百万医疗保障，就医安
心。“康健华尊”保险金额每年
400万元（计划二、三），含一般医
疗、特定疾病医疗保障；涵盖住
院、住院前后门急诊、特定疾病特
殊门诊、质子重离子等医疗费用。

二、特定疾病守护，设计贴
心。因合同约定的121种特定疾
病保障限额加倍，就医享受0免
赔，涵盖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
塞等常见重疾。

三、报销范围宽泛，服务舒

心。年限额及保险金额范围内，
符合条款约定的医疗必需且合
理的医疗费用最高100%报销；
其中计划三包含认可医院特需
医疗、国际部医疗。

四、十年保证续保，彰显爱
心。十年保证续保，在保证续保
期内，新华保险不因被保险人的
健康状况而拒绝客户续保，最高
续保年龄为85周岁。

作为国内深耕寿险领域的
大型保险公司，新华保险以“快
理赔，优服务”为品牌特色，坚持
从客户需求出发，不断提升理赔
服务水平，致力于保障普惠民
生。健康险的保障作用不仅体
现在医疗费用支持上，同时也体
现在就医时的贴心关怀。新华
保险主动服务，提供医疗垫付、
快易理赔，为消费者打造简单、
便捷的服务体验。

新华保险，新春盛“惠”！拥
有“惠金生”，加强财富规划；拥
有“康健华尊”，强化健康保障！
新华保险，为您健康守护，愿您
人财两旺！ (新 文)

*注：以上介绍需满足保险合
同约定的条件。风险提示：“金利终
身寿险（万能型）”为万能保险，结算
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
确定的。“康健华尊医疗保险（费率
可调）”为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
产品，在保证续保期间内或保证续
保期间届满时保险费率可能调整。

以上内容供参考，产品责任、
责任免除等内容以条款和正式保
险合同为准。

新华保险重磅产品联手惠客，提升健康与财富免疫力
2020年是新华保险“二次腾飞”的开局之年，虽然经受了疫情

的严重影响，但新华保险仍然逆势而上，以高速的增长彰显自身的
“二次腾飞”进行时，取得了业界瞩目的成绩。在8月25日新华保
险公布的2020半年度报告中显示，公司总资产高达9393.51亿
元，实现总保费968.79亿元，同比增长30.9%。在2020年《财富》
中国500强排行榜中，新华保险连续9年入围，排名第6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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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记者 曹卢杰 通讯
员 苏工）11月24日，2020年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
重召开，新一批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接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劳动者的
最高褒奖。江苏这次共有125名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分布在哪
些行业？有哪些特点？江苏省总工会
当日下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受
表彰人员情况。

受表彰人员中，中共党员95名；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10 名；女性 31
人，少数民族1人。

人选基本涵盖各个领域和行业，尤
其是来自基层一线的比例较高，企业职
工和其他劳动者类别58名，占总数的
46.4%，其中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46名，占企业职工人选的79.3%，企业
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7名，占企业职工
人选的12%，企业管理人员和其他劳动
者5名，占企业职工人选的8.6%。

农民类别28名，占总数的22.4%，
其中村“两委”班子成员3名，规模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5名，农民和
农民工20名。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类别39名，占

总数的31.2%。
125 名受表彰人员全部具有省

（部）级以上荣誉基础。其中，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1名，两院院士2
名；大学专科以上学历106名；中级以
上职业技能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105
名。

有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优秀产
业工人，有技艺精湛的“大国工匠”，有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一线工人，有勤奋
成才的全国技术能手。

特别是还有18名参与疫情防控的
先进典型，他们中有不畏疫魔、投身疫

情防控的医务人员，有挺身而出、冲锋
在前的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有在抗
疫药物研制、检测试剂研发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科研人员，也有积极投身抗疫设
施建设、防疫物资生产的技术专家和一
线工人等，其中，于成功、仲崇俊、郑瑞
强三名医生作为江苏援鄂抗疫医疗队
成员一直奋战在
抗疫第一线。

据悉，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5年评选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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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荐产生125名全国劳模先进
其中包括18名抗疫先进典型，3名医生为江苏援鄂抗疫医疗队成员

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大乐透
送出3注千万头奖

11 月 23 日，体彩大
乐透第20118期全国共开
出3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奖池方面，当
期开奖结束后，6.91亿元
滚存至11月25日开奖的
第20119期。敬请关注。

苏缇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MEI RI CAI XUN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双色球”（第2020118期）
红色球号码：11 13 19 26 30 33
蓝色球号码：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4注 10000000元
二等奖 114注 262410元
三等奖 1211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41997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0276期）
中奖号码：2 5 8 10 11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92注 2090元
二等奖 4882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7万元。
福彩3D（第2020276期）
中奖号码：7 2 7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390注 1040元
组选3 480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 190万元。
体彩“7位数”（第20157期）
中奖号码：3 7 9 8 4 2 2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1注 42728元
二等奖 28注 3052元

体彩“排列3”（第20275期）
中奖号码：7 1 6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679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843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0275期）
中奖号码：7 1 6 3 4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6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0年11月23日江苏中奖注数

95346注，中奖金额1793186元。
福彩“快乐8”(第2020028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5 6 8 13 17 22
27 28 30 32 40 61 63 64
65 66 71 74 75 76

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促进保险中
介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协调统一，巩固
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工作成果，深
化保险中介市场改革，银保监会昨日
发布《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

保险法对保险代理人的概念进行
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层面，有关要求散见在不同
的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保
险代理人法律关系不清、监管体系不
明、管理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业内人
士表示，这些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以监

管套利为目的的保险中介市场乱象，
包括虚构业务套取费用、挪用截留保
费、编制虚假数据等。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保
险专业代理法人机构1776家，保险兼
业代理机构3.2万家、网点22万个，个
人保险代理人900万人，保险中介机
构从业人员300万人。

《规定》提高了保险代理人的市场
准入门槛。在保险专业代理机构方
面，《规定》强化对股东的审查，对股东
的出资能力作出要求，并把区域性保

险专业代理机构最低注册资本提高至
2000万元。在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方
面，《规定》要求其主业经营情况良好，
最近2年内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并
且有同主业相关的保险代理业务来
源。在从业人员方面，《规定》要求，保
险公司与保险代理机构的从业人员，
均不得另行投资保险专业代理公司。

《规定》首次提出“独立个人保险
代理人”概念，鼓励探索独立个人保险
代理人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市场经
营效率。

长城汽车泰州工厂投产
本报讯 11月 24日，长城汽车泰

州工厂竣工投产仪式在泰州高港举
行。

长城汽车泰州工厂是长城集团在
国内的第8个整车生产基地，项目位于
泰州市高港区，总投资80亿元。自去
年11月开工以来，项目建设稳步迅速，
接连创下8个月首台白车身下线、9个
月PT整车下线、11个月SOP量产等项
目建设新纪录，一个个“长城速度”“泰
州奇迹”不断上演。长城汽车泰州工
厂投产后，主要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新能源汽车等产品。首款整车批量
下线车型为欧拉好猫，该款车型也于
投产当天上市。 （卢佳乐）

根治保险中介市场乱象，银保监会发布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首次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