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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提升客户体验

进展 在平安互联网金融战略全面展开的一年里，我们取得的成绩斐

然。我们以“国际领先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提供商”为目标，以“综

合金融+”和“互联网+”两个模式，聚焦“大金融资产”和“大医疗健

康”，利用互联网技术不断提升客户体验，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

和“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将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渗透到客户的生活

场景中，打造金融连接生活的全新开放平台。

2015年，是我们推进NPS工程、提升客户体验最关键的一年。“提升

NPS”主题活动深入开展，公司内部氛围营造、理念渗透收效显著，并

涌现出一批爆款产品和亮点服务，强有力地推动了NPS提升工程在全系

统的落地。具体而言，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业务触点接触系统，在客户接

触点上通过合适的途径实时或准实时地收集客户体验反馈，并以客户之

声为依据进行深入诊断，分析“体验痛点”根本原因，进而通过CEI（客

户体验提升）项目的实施来达到改进痛点，创造惊喜式体验的目标。截

至2015年底，我们搭建的触点监测体系已覆盖集团135个触点中的70

个，覆盖近9成客户接触，全集团各专业公司共开展NPS提升项目达

165个。

我们搭建的触点监测体系已覆盖集团

135个

截至2015年底

全集团各专业公司共开展NPS提升项目达

165个



创建了普惠客户互动服务平台，紧密连接普惠与客户，

普及金融服务，惠及客户心声。“专”：2015年3月，启

用4008580580作为普惠客户咨询投诉服务专线，成立

专属坐席团队，负责普惠客户服务。“特”：制定线上产

品特殊服务流程。 “全 ”：可在线完成客户咨询投诉受

理、处理、推送服务信息、回访调研等多种功能。

“新”：不断开发新的服务方式，如APP在线客服、 IVR

语音自助服务、客户服务地图等。

向客户提供保单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服务，引入“智享门

店”概念，全面升级柜面软硬件，打造行业创新客户体验

中心。同时建立了以APP、微信、寿险一账通为渠道的

在线咨询服务平台，为平安人寿客户提供在线服务，覆

盖寿险全部的APP客户、微信客户和一账通客户。寿险

客服节以“与平安相伴、与健康同行”为主题，围绕“身心

健康”、“家庭和谐”为客户带来“线上+线下”全方位的快

乐体验。开展线上互动活动超 1 ,553项 ,现场活动3,517

场，参与人数达1,313万人，总互动次数10,475万人次，

品牌影响人数超过9,300万人，活动NPS值达87%。其

中“绿行家”活动，倡导时尚的健康亲子生活新方式，活

动上线6个月吸引超270万人参与，人均互动12次。

零售条线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优化客户反

馈的收集，梳理完善客户接触点地图，从客户接触点的

实时监测和持续推动客户体验提升活动等方面进行履行

NPS责任。在集团触点调研平台的支持下，银行零售条

线在2015年实现了网银、手机银行、ATM、电话中心、

理财经理等5个各主要客户接触点的数据监测，并实施

NPS低分的客户人工回访，及时倾听客户体验痛点及原

因，为各部门流程优化和改善提供指导。

通力合作完成了PC端“我的财富”页触点监测系统，并与

平安科技触点监测平台实现数据对接。至2015年12月31

日，一账通依托监测数据，逐步开展用户回访工作 ,主动

聆听"一账通"用户声音；形成了从用户反馈汇总，到"一

账通"功能迭代联动机制，提升"一账通"用户体验同时，

更好的服务了广大平安用户。

我们银行

我们寿险客服中心

我们平安普惠

我们一账通

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参加寿险客服节



针对汽修行业长期以来“不透明”、车主

“不放心”的痛点，我们产险创造性开发

透明车间系统，通过为优质合作维修企

业安装视频硬件设备，维修时自动录制

并向车主在线推送维修视频，实现维修

过程透明化，让车主足不出户即可看到

维修过程，不再为维修不透明而担心。

同时，车主可以通过平安系统对维修质

量、时效等进行点评。修理厂透明自助

项目于2015年9月开始试点，截至 12

月，15个试点机构86家合作修理厂安装

了透明车间设备，享受全流程自助理赔

服务的客户有2,191名，有177名客户享

受透明车间服务。

案例

金融创新满足客户需求

享受全流程自助理赔服务

2,191名客户

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我们实现了微信、APP等新科技平台运用的常态化，将综合金融与现代科技紧密结

合，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武装传统的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极致的金融消费服务体验。

围绕个人金融生活业务，我们根据用户实际需求，不断推出创新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努力营造金融服

务场景，让原本很严肃、有距离感的金融产品变成低门槛、更丰富、更易参与的应用。与此同时，我们充

分利用平安多年积累的线下、线上独特优势，立足于客户需求，将地面综合金融服务与互联网金融平台深

度耦合，实现无缝对接，提供全面、便捷的O2O金融服务。

以客户体验为中心，通过服务流程创新及电子签名、人脸

识别等新科技的应用实现全部互联网入口、全部保全服务

类型、全部客户的互联网保全服务，为1,050万客户省时

省心省钱，让客户切身感受服务触手可及。

新上线的好车主3.0创新推出了口袋理赔功能，该功能可

实现移动智能全自动理赔服务。客户可以通过好车主

APP自助完成从报案到支付的理赔全流程，系统实现智

能自动流转，全程无需后台人工操作。此功能具有包括

实现自主选择、智能自动、理赔延伸服务、理赔透明、

服务互动等五大亮点，为客户带来了良好的理赔服务体

验，真正做到随时随地，安心理赔。

我们寿险

我们产险



2015年9月，“壹钱包”携手平安信用卡推

出业内第一张“互联网+信用卡”——平安

“壹钱包”花漾信用卡，让用户在消费的同

时还可以享受理财收益。

“壹钱包”找准用户在购买航空机票和理赔

流程中的痛点进行创新，陆续推出“飞常

幸运”航空保障和“飞常准点”航延保障等

创新独家定制的社交化保障产品。

2015年平安付为客户不断提升更为丰富的

支付场景服务。“壹钱包”不断优化转账、

信用卡还款、充值、AA支付等服务功

能，拓展水电煤应用的城市覆盖，同时

“壹钱包”一直在寻觅消费端的突破，除了

与国美在线等电商平台合作外，“壹钱包”

还接入1号店、唯品会等国内知名电商，

使用户在“壹钱包”内可以实现理财与消费

等生活服务的闭环。

2015年，“壹钱包”在“活钱宝”等基础产品

之外，陆续打造推出“任性理财”、“融耀

理财”、“平安金”等多款契合互联网用户

需求的独家定制化的创新产品，满足互联

网用户顺畅、便捷、有趣的金融理财体验

需求。

互联网+信用卡

多元化创新理财

社交化定制产品

丰富的支付场景服务

“壹钱包”注册用户超过

4,500万

发布了社区金融新品牌—“平安好邻居”，并在全国社区支

行同步启动为期3个月的“平安邻居节”系列活动。在举办

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的同时，“平安好邻居”微信公众号

从“家门口、全金融、慧生活”的客户价值主张出发，结

合全行客户和分支行调研需求，着力打造移动互联网+社

区生态圈，为社区周边客户在“医食住行玩”等方面提供

便民服务。目前“平安好邻居”微信公众号已实现客户定

位、社区活动线上报名、周边优惠商户查询、热点新闻

聚焦、投资理财讲座和天气及快递票务等便民服务查询

功能，极大地节约社区客户时间，拉近客户与银行之间

的距离。

致力于提供以个人创新金融为核心的用户服务，通过“一

卡一包”（花漾卡和壹钱包）平安付成功实现了对线上线

下支付场景、理财、保障、生活服务等方面的全覆盖，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壹钱包”吸引超过4,500万用户

注册。

我们银行

我们平安付

花漾卡



从用户需求出发打造“一站式”
财富管理平台

依托于平安成熟的综合金融体系以及在大数据、互联网

方面的积累，立足于客户需求，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全面、便捷的O2O金融服务。一方面，我们利用互联网

升级综合金融模式，将线下的金融客户迁徙到线上；另

一方面，我们围绕用户的“医食住行玩”需求，不断完善

线上平台，将金融嵌入线上生活服务，为用户打造“一站

式”财富管理平台。

我们着力打造的 “一账通 ”是国内首家智能财富管理平

台，能够根据用户的个性化背景提供智能化、有针对性

的资产配置建议。一账通打通多个功能实现了互联网金

融生态圈的闭环，未来用户在一账通的平台也可以在线

一账通（APP端）

一账通（PC端）

开通基金、证券账户。同时，随着征信在未来各个场景

的广泛应用，一账通也新推出个人信用查询功能，用户

登录一账通就可快速查阅征信分，并且根据自身信用分

在一账通平台上购买产品，高信用用户将获得低价购买

的特权。

100%9:41 AM

国内首家

智能财富管理平台



总成交达到

1,683.74亿元

平均单日销售

120.27万亿

“财神节”活动

我们银行秉承“跳出银行办银行”跨界整合思维，主动转

向移动互联网金融领域，积极筹划构建“手机+金融”的互

联网金融平台——“口袋银行”APP。作为银行互联网金融

的核心产品之一，“口袋银行”围绕年轻的互联网群体，

满足他们快节奏、碎片时间的生活环境，集借记卡、信

用卡、理财、移动缴费及掌上生活于一身，同时整合集

团的资源和优势，推出“保险超市”、“黄金账户”、“快E

盈智能理财”、个人结售汇等，通过各类创新的投资功能

和丰富的理财组合，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的投资理财需

求，提高客户黏性和活跃率，随时随地为人们提供贴心

人性化的金融服务。

截止到2015年底，平安口袋银行用户量快速突破1 ,395

万，对比2014年用户增长158%。其增长速率位居行业

前列。同时，平安银行线上交易金额突破12.8万亿，电

子渠道替代率提升至95.6%，成为了平安银行客户服务

量和资金交易量最大的电子渠道。

此外，我们金融旗舰店在场景化平台上还推出大量免费

的金融计算器、资产方案比较器和财务习惯检查器，帮

助用户进行繁复的金融算数，并适时提醒用户关注自身

财务习惯。针对频繁变动的存贷利率，我们金融旗舰店

为用户免费推出了“利率变动后还款计算器”，可根据实

时利率为用户准确算出贷款变动情况。而在保险频道，

我们为用户免费推出了“财务习惯检查”和“财务状况检查”

两款财务管理工具，增强用户的保险意识。

依托于平安金融旗舰店平台，在2015年举办的“财神节”

活动中，客户参与活动购买体验更加优化。本次财神节

持续上线14天，总成交达到1,683.74亿元，平均单日销

售120.27亿元，同比劲增19.2%。活动首日推出的三款

高收益爆款产品“平安信托财富添”、“回本立升”、“平安

银行零售优选产品”，开售几分钟之内即遭网友抢光，堪

称“秒杀”。

借记卡

信用卡

理财

移动缴费

“保险超市”

“黄金账户”

“快E盈智能理财”

个人结售汇

100%9:41 AM



提供全面健康管理服务

利用我们在医院管理、医生管理和健康档案管理方面的优势，我们为客户提供

了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务，为医疗资源紧缺难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实

现了互联网对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

以健康管理为核心，为广大客户提供有温度的健康加值

服务，致力为客户打造“至佳服务体验”。结合寿险公司

的服务优势，我们推出了以专属“家庭医生”为核心的全

面健康管理服务。通过“平安人寿”APP平台“问医生”模

块上线，推出在线问诊咨询和健康管理服务，为每一位

客户提供一名家庭医生，帮助客户管理家庭成员健康，

客户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平安人寿提供的全方位健康服

务。全年累计1,424万用户享受健康管理服务，人均互动

7.5次；为535万家庭提供免费专属家庭医生，168万人

通过APP享受到免费在线健康咨询服务。

我们寿险

全年累计享受健康管理服务

1,424万用户

平安人寿APP平台



是2015年4月正式上线的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以医生

资源为核心，提供实时咨询和健康管理服务，包括一对

一家庭医生服务、三甲名医的专业咨询和额外门诊加号

等。“平安好医生”集家庭医生、名医问诊、健康社区、

健康评测、健康习惯、健康档案六大特色服务于一体，

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健康咨询及健康管理服务。目前，已

有外部签约医生4万人，提供复诊随诊服务，签约三甲

名医1 ,000余位，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和预约看诊加号服

务。此外，“平安好医生”还开发了4款综合卡、4款体

检卡、1款基因卡及1款慢病卡等健康卡系列产品，为客

户提供体检、基因检测、慢病管理、名医预约以及三甲

医院副主任医师领衔的家庭医生咨询服务，打造了从疾

病防范、轻病咨询、大病就医及慢病管理的一站式健康

管理服务。

“平安好医生”的问世，是集团“医食住行玩”重要战略的

落地，为“看病难、看病贵”的全国性医疗资源紧缺难题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轻病、小病可以求助在线

问诊，日常保养、育儿等问题也可以让互联网医生帮助

完成，实现互联网对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

我们“平安好医生”

体检+家庭医生
（高级版）

基因检测+家庭医生
（高级版）

血压计+慢病医生

体检（儿童卡除外）+基因检测

+名医预约+家庭医生（高级

版）（注：15年老卡已经停售）

体检卡

基因卡

慢病卡

综合卡

平安好医生注册用户数突破

3,000万

日问诊量突破

10万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倡导普惠金融

基于公众利益，为弱势群体研发产品

案例

在发生社会重大事件后，我们信用卡中心积极主动对受灾客户群体进行排查，并对客户进行关怀慰问。2015年，我们

排查的事件主要有如下五大事件，确认属于涉及事件且是我们客户的共有38例。

涉及事件客户

共38例

信用卡客户人数2位

台湾复兴航空民航坠机
（2015.2）

排查人数

约58位

信用卡客户人数20位

“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
 （2015.6）

排查人数

约44位

排查人数

约406位

信用卡客户人数14位

天津爆炸事件
（2015.9）

排查人数

约773位

信用卡客户人数0位

排查人数

约683位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2014.12.31）

信用卡客户人数2位

深圳滑坡灾害
（2015.12）

考虑到一些客户因聋哑、残疾等特殊情况，无法亲自通

过电话处理个人信用卡相关业务，专门为这些客户设计

了人性化服务渠道，特别提供客户以授权第三方处理的

方式来进行信用卡的业务查询和办理。同时，信用卡中

心对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社会重大事件，主动启动客

户关怀流程，例如：电话关怀、上门慰问、客户账务的

2015年，我们秉承“专业创造价值”的理念，从民生实际问题出发，专门设计了多种针对弱势

群体以及社会公利的产品。我们同时也致力于提升小微金融的便利性，借助“互联网+金融”优

势，打造创新金融产品，切实解决初创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社会现实难题。

我们信用卡中心

特殊处理、相关保险工作的绿色通道启动等。

2015年，信用卡中心通过特殊渠道处理的特殊群体客

户相关业务量在100件左右，社会重大事件后主动排查

的客户量超过1 ,964例，经确认后启动关怀机制的客户

38起。



以金融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在全系统推广“农险+融资”项目，在为政府对贫困农户的

扶持工作上，对银行发放给贫困农户贷款的违约风险提

供保障。2015年，该项目在四川宜宾及山东临沂开展，

其中四川宜宾已经承保落地出单，截至2015年12月，受

益农户103户，提供风险保障425万。

除此之外，平安产险农业保险的覆盖地区也有了较大的

增长，提供风险保障861.99亿，较14年增长66%，投保

农户约 1 ,800万户次，较 14年增长约80%，受益农户

210,183户次，较14年增长34.6%，赔款3.39亿，较14

年增长148%。

另一方面，产险创新产品收获颇丰，为农险行业创新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四川开发了水果价格指数保险并承

保落地，是国内及行业第一单，保费规模137.3万；在山

东及宁夏等地，开发了蔬菜价格指数保险，保费规模

3,373万；在湖北、青岛、河南及四川承保育肥猪价格指

数保险，保费规模2,925万。

自2002年托管了深圳市政府委设立的“新疆助学公益信

托”，委托规模1亿元人民币，该公益资产历年来实现了稳

定的保值和增值，托管收益用于资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学。此外，平安信托还有部分信

托管理费用于广东省的“双到”工作扶贫开发项目捐赠。

我们银行致力于提升小微金融的便利性，推进小微金融

线上化。我们将“贷贷平安”商务卡从单一的产品，逐步

发展成为以房易贷、发票贷、品牌经销商、税金贷、数

据贷、产业链等等授信产品系列为基础，并配以移动

化、体验化、场景化为核心要素的综合服务产品包。另

一方面，作为对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时代主题的回

应，我们银行还发布了专门针对初创型企业的“橙e创业

易” 创业解决方案。 “互联网+金融服务”让创业开户、办

理日常业务“不再难”。我们与众多公司注册代理机构合

作，实现公司注册、银行开户与结算服务无缝衔接，依

托于“平安银行公司业务”微信入口，与工商信息专线对

接，以O2O运作模式办理开户到银行 “最快只需 1 0分

钟”。同时，我们还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多项优惠产品服务

包，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服务推送到全国各地创业者

身边。该项服务推出不到半个月，已有千家初创型企业

客户选择了适合自己产品服务包。

我们产险

我们信托

成立贷贷平安名商联



展望
2016年，我们将：

进一步提升NPS，完善业务触点的分析诊断，全面解决体验

痛点，提高服务品质，提升客户忠诚度。

在互联网+金融的战略目标下，构建“医食住行玩财”生态圈，

“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全面升级，传统业务与更多金

融投资平台合作，为客户研发金融及互联网理财产品，帮助客

户资产增值，增强客户粘性。

围绕“产品、流量、场景”三大维度，打造一站式、全天候、低

成本、高品质的新型互联网金融业态，满足从大众到超高净值

客户的一站式金融购物需求。



致力发展优化全线上贷款流程，充分利用大数据、通过引进创

新技术，为客户带来全新贷款体验，实现风险管理有效和客户

体验提升的双赢。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