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吉游船事故遇难人数升至!"人
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抵达普吉!两支中国救援队加入"仍有"#人失踪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 ! 月 ! 日电

!记者杨舟 明大军" 泰国普吉府府尹

诺拉帕在 ! 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随着两支中国救援队的加入# 搜

救速度加快# 当日已从 $凤凰% 号沉

船内部打捞出 " 具遗体# 使这次游船

翻沉事故的总遇难人数升至 #$ 人 #

目前还有 $% 人失踪&

普吉府政府已经在普吉国际机场

设立志愿服务中心# 向遇难者家属提

供帮助&

据悉# ! 日早上# 来自中国交通

部的 $& 人救援队和来自浙江海宁的

! 人救援队抵达普吉# 随身携带了潜

水器材和多波速雷达等设备# 同泰方

一起展开搜救&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

龙蓬 ! 日下午在普吉查龙湾救援指

挥中心发布会上 # 介绍了当日泰国

海军出动的救援力量 # 包括 % 架直

升机和 $' 艘搜救船# 此外还有多名

潜水员潜入 $凤凰 % 号沉没区域进

行搜寻&

泰国海军司令巴吞素万当日表

示# 海军正全力展开救援工作# $搜

救工作直到找到所有失踪人员为止#

现在一切还在进行中%&

当地时间 % 日 $! 时 #% 分左右#

两艘游船在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

暴风雨 # 发生倾覆并沉没 & 目前 #

$艾莎公主% 号上 #( 人已全部获救#

死亡和失踪人员均来自 $凤凰% 号&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 ! 月 ! 日电 中

国政府联合工作组 ! 日前往普吉行政医

院# 看望在 % 日普吉游船倾覆事故中受

伤的中国同胞及家属&

工作组一行详细询问了受伤人员身

体状况及同行人员情况# 表示大家的安

危和救治情况牵动着党中央及国务院领

导的心& 领导专门指示# 要求工作组全

力做好搜救' 救治以及后续工作& 中国

驻泰国大使吕健说# 风雨无情人有情#

党和祖国是大家的坚强后盾# 工作组一

定会全力以赴维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

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陈雄风任组

长的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于 ) 日晚抵达

普吉#当天深夜与泰方工作组展开首次联

席会议#明确下一步任务#包括争分夺秒

搜救失踪人员'妥善照料和安置有关伤员

及家属'为下一步善后事宜做好准备等&

据新华社曼谷 ! 月 ! 日电 !陈家宝
明大军" 泰国总理巴育 ! 日督促各相关

部门全力搜救失踪人员# 并下令在普

吉设置救援指挥中心&

巴育要求各新闻媒体' 团体和个

人不要外传现场遇难者遗体照片# 以

保护遇难者信息' 避免造成社会恐慌&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

李春林 ) 日率使馆工作组飞抵普吉#

与事发后连夜赶赴现场的驻宋卡总领

事馆工作组共同会见了泰方相关人

员# 敦促泰有关部门全力搜救&

巴前总理表示拒绝带有!政治动机"的判决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 月 ) 日电 !记

者季伟" 巴基斯坦反腐法院 ) 日对前总

理纳瓦兹(谢里夫家族涉嫌的一起腐败

案件作出判决# 以获取非法收入且隐匿

海外资产 ' 不配合调查机关工作等为

由# 判处谢里夫 $& 年监禁&

巴基斯坦反腐法院当天就巴国家问

责局针对谢里夫及其家族提起的一起诉

讼案作出判决) 以获取非法收入' 通过

离岸公司在英国伦敦购置 # 套高档房产

为由# 判处谢里夫 $& 年监禁* 以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不配合调查机关工作为

由# 判处谢里夫 $ 年监禁* 两罪并罚#

判处谢里夫 $& 年监禁&

根据法院判决# 谢里夫家族在伦敦

的 # 处房产将被政府没收# 谢里夫及女

儿玛丽亚姆被分别处以 "&& 万英镑 !约

合 !&'$ 万元人民币 " 和 (&& 万英镑

!$!%! 万元人民币" 罚金&

谢里夫及其家人因在伦敦陪同就医

的谢里夫妻子而未出席法院宣判&

根据巴基斯坦法律# 谢里夫及其家

人可在未来 $& 天之内提起上诉&

巴基斯坦反腐法院宣布谢里夫家族

涉腐案判决后# 谢里夫在伦敦召开新闻

发布会# 称拒绝带有 $政治动机% 的判

决# 并誓言重返巴基斯坦政坛&

谢里夫曾于 $**' 年 $$ 月'$**! 年

( 月两度当选总理&(&$' 年 % 月#他领导

的穆盟!谢里夫派"赢得大选&同年 ) 月#

谢里夫第三度当选总理& (&$! 年 ! 月#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以涉嫌贪腐为由取消

谢里夫总理任职资格# 要求国家问责局

对谢里夫及其家人涉腐案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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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表示###

新华社纽约 ! 月 ) 日电 !记者杨士
龙 潘丽君"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斯蒂芬(罗奇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美中

两国经贸高度依存# 美国对中国产品加

征关税终将引火烧身&

美国政府 ) 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

'#&亿美元商品加征 (%+的关税#此举实

属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仅遭到国际社会

的强烈批评#在美国国内也不得人心&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 试图用双边

关税壁垒解决本国在多边贸易中的赤字

问题# 只会适得其反&% 罗奇说# 此举

不过是转移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而无法

消除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 中国商

品价格相对低廉# 对华加征关税最终只

会加重美国消费者负担&

罗奇指出# 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

非 $平白无故产生%# 实际上它反映出

美国经济更为严重的内部矛盾# 即国内

储蓄严重短缺&

$(&$" 年第一季度 # 美国国内储

蓄仅占国民收入的 $,%+# 美国与多达

$&( 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 罗奇说&

$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逆差 +修复,

计划实际上与他 +让美国再次强大, 的

承诺背道而驰#% 罗奇表示# $加剧贸

易争端# 对美中两国都不利&%

因凡蒂诺邀请小球员们获救后赴俄观看世界杯决赛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泰国一支

少年足球队受困洞穴已经 "# 天#眼下洞

穴内空气含氧量跌至 "$%的危险水平#

给救援行动带来巨大时间压力&

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指

挥官阿帕功 & 日说# 洞穴内空气含氧量

已降至 '$%& 一名泰国医务人员告诉记

者# 这意味着受困人员面临缺氧症的风

险& 清莱府府尹那龙萨 ! 日向媒体通报

说#眼下供氧状况是$主要问题%#但小球

员们在洞穴内栖身地段 $条件尚可%#他

们$能够自由走动#尽情玩耍%&

那龙萨 ! 日说# 气象预报显示今后

几天还将持续强降雨天气# 再加上洞穴

内氧气量骤跌# 种种危险因素意味着必

须加快营救行动&

救援人员正加紧在洞穴内抽水#希

望尽量降低洪水的水位* 同时在洞穴所

在山体上方钻井# 试图开辟通往洞穴的

路径# 以便运送物资' 甚至可能直接救

人#目前已经开凿 "(( 多处#但尚未发掘

出可行路径&

另外# 泰国海豹突击队员继续教小

球员们学习潜水# 以便万不得已的情况

下让他们潜水出洞&然而#随着一名以志

愿者身份参加救援的前特种兵 & 日潜水

时溺亡#这一方案越发受到质疑&那龙萨

! 日说#小球员正在学习使用潜水面具'

呼吸方法#还谈不上掌握潜水技能&一些

泰国官员说#除非万不得已#不会贸然让

孩子们在漆黑洞中潜水&

由于洞穴内情况复杂# 某些区域积

水很深' 水中能见度极差# 并且路线太

长# 即便是专业潜水员进洞和出洞一次

也要耗费 "" 个小时&而小球员们全都没

有潜水经验'多人甚至不会游泳#更增加

危险系数&

受困人员们的几张小字条 & 日经由

专业潜水员带到洞外 #! 日公布在世人

眼前&在递出来的字条中#球队教练的道

歉信引发关注& 这名教练写道#$致所有

家长)孩子们全都平安无事#救援人员非

常尽职& 我承诺# 尽一切力量照顾孩子

们&我对所有出力者说声谢谢&我向家长

们道歉%&

正在俄罗斯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各

国球队及球员们也在关注救援进展& 法

新社 & 日报道#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已经致信泰国足协# 邀请这批小球员被

营救出后赴莫斯科观看 ! 月 "$ 日世界

杯决赛&

#%余人失踪$政府派出!&'万人参与救援

据新华社东京 ! 月 ! 日电 据日媒

! 日报道# 日本连日来持续大范围的暴

雨已造成 (# 人死亡#%& 余人下落不明&

! 日# 以西日本为中心的多地仍持

续强降水天气#造成多地发生道路灌水'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据共同社报道#截至

当地时间 ! 日 $) 时左右#大雨已造成日

本全国 (# 人死亡#%& 余人下落不明&

首相安倍晋三 ! 日要求政府以 $人

命第一%为宗旨#及时投入救援力量& 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当天举行的记

者会上说#政府目前已派出自卫队员'警

察'消防队员等约 #," 万人参与救援&

日本气象厅认为 #% 日以来持续的

降水可能造成数十年一遇的严重灾害&

气象厅 ! 日下午对岐阜县发布大雨特别

警告#并继续维持对京都府'冈山县'兵

库县的大雨特别警告级别& 气象厅预测

" 日局部地区可能还将持续暴雨天气 #

呼吁人们对河流泛滥及泥石流等灾害保

持最大程度警惕#切勿靠近危险场所#并

时刻留意周围环境确保自身安全&

! 日 ! 在

泰国普吉! 救

援人员在游船

倾覆附近的海

域进行搜救"

新华社发

秉承 !以客户为中心" 的品质发展策

略#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提升

客户满意度#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友邦上海

客户服务中心在 !"#全国保险宣传日到来

之际全面升级# 给广大客户带来耳目一新

的服务体验$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郭杰声表示#在公司!新五年计划"战略周

期里#我们谈到!卓越"#考量的不仅是营销

员高产能#高活动率#更是讲到我们标准化

的优质服务体验# 将客户体验作为衡量渠

道品质的标准$

上海全新的客户服务中心于 ! 月 "#

日正式对外营业! 整体空间更为宽敞舒
适"并从客户隐私角度出发"客服窗口由
传统的长条形咨询台特别升级为独立分
隔式沙发卡座"旨在让客户接受服务的过
程中免受其他因素干扰! 同时"独立卡座
的设计也为家庭共同来办理咨询业务提
供了更多的便利! 此外"客服大厅还增设
了工作人员协助排队等待的客户使用友
邦#易服务$系统"进行快捷的自助业务办
理"促进服务流程更高效"充分节省客户
的时间与精力%

保险!科技"服务更高效

面对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
层出不穷的技术革命"各个行业"包括保
险业都被推到了互联网的风口上!贝恩公
司有一个顾客评价标准叫 $%& '净推荐
值("比如有一种产品或服务"推荐者所占
的百分比减去批评者所占的百分比"差额
就是净推荐值% "'()年"友邦保险的 $%&

已是行业第一"但保险行业的整体数值都
有所下降"这说明客户们的需求在不断提
高"而且也会把保险行业和其他行业不断
进行比较%

因此在如何通过新的技术提升客户
体验" 友邦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晓宇表示"

#在体验经济时代" 友邦中国已通过服务
文化建设和服务技术革新"打造了与众不
同的客户旅程和极致的服务体验% $友邦
中国早已从 "'*+年起就将#服务领导力$

和#易计划$提到了企业战略层面%具体来
说"就是#以客户为中心$"通过为客户创

造更便捷&更满意的服务体验"推动企业
价值的创造%

客户管理体系化建设能够更好地帮
助友邦巩固现在良好的客户关系"促进企
业与客户间的双向价值提升% 近年"友邦
上线了企业反馈管理系统"它有效地融入
在客户与友邦接触的整个旅程中"以实现
全程聆听与及时互动%企业反馈管理系统
上线至今共服务了 ), 多万客户" 获得 )

万多条客户体验评价"其中客户对友邦服
务的满意度高达
-).% 而客户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能够
第一时间得到响
应" 并为持续地改
进客户体验提供了
方向和依据% 时至
今日" 提升客户满
意度已经成为友邦
衡量成功的重要指
标之一%

在客户服务方
面" 友邦中国已全
面启动 #易计划$

'/012"即 /345 67

1689: 2;489544(<旨
在探索科技带来的
无限可能" 以最优
的流程和系统持续

为客户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基于解
决客户体验中的 #痛点$& 建立客户体验
#满意点$&#推荐点$" 友邦展开针对公司
业务系统&服务流程&服务媒介的全面改
造"而非零敲碎打式的小修小补%

事实上"过去几年"友邦保险也做了
很多提升用户体验的项目"通过科技手段
解决客户的 #痛点$" 建立体验的 #满意
点$&#推荐点$"优化从投保到理赔的整个
#旅程$% 比如#爱投保$保单销售系统"通
过它可以将以往若干天才能完成的投保
流程大大缩短" 几乎 *,,.新单可以通过
它来购买"在线核保等待时间少于 +秒%

在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下"尽量降低时间成本"高效率已成为当
下消费者的主要诉求% 为满足客户需求"

友邦推出#易赔$服务"营销员通过#爱服
务$系统"可以全程电子化完成小额理赔"

将客户旅程中最#高深复杂$的理赔环节
转化得 #智能便捷$% 客户无需动手"理
赔资料上传&信息录入等工作都可交由营
销员通过移动互联"在#爱服务$系统上完
成% 友邦#爱服务$采用人脸识别&光学字
符识别&身份认证&客户视觉数据库等多
项先进科技" 能在瞬间完成 ),多项智能
判断"授权营销员对符合条件的小额理赔
案件做出赔付决定"且赔款即刻到账% 除
了先进的智能系统"友邦还为#易赔$配套
研发了一整套完善的营销员线上培训&征

信评分体系"确保为客户带来细致贴心和
安全快速的人性化体验%

除了针对小额理赔客户推出的高效
#易赔$服务外"身为#保障专家$的友邦保
险持续针对重疾险客户推出 #金装理赔$

重疾关爱服务"专门为高额重疾客户打造
有#温度$的人性化关怀理赔%为了帮助重
疾客户解决燃眉之急"友邦营销员会在得
知客户出险的第一时间上门拜访"给客户
提供陪同式的暖心服务体验"让重疾理赔
客户在住院期间就能享受到一对一专属
的#理赔服务前置$%对于资料符合要求的
客户"一站式完成理赔手续"确保客户能
在最短时间内收到理赔款项用于疾病治
疗%同时"#金装理赔$还会配套提供#电子
查询平台$和#重疾关爱包$等关爱服务"

让客户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暖心关怀%

基于客户需求细分" 解决方案定制
的#精细化$管理思路"",*! 年"友邦针对
高净值客户群体推出了#致精英$子品牌"

以及一系列配套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内
容"其中医疗直付就是亮点之一%友邦同国
内外众多知名医疗机构及三甲医院建立直
付合作体系" 告别传统医疗保险由客户先
垫付再报销的赔付制度" 在承保范围内由
保险公司和医院直接结算" 客户仅凭身份
证和个人专属医疗直付卡即可就医%

友邦坚信"优质服务是保险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从理赔入手"切实满足不

同客户需求"是友邦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
一步% 友邦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技
术革新和营销员培训来持续优化客户服
务的每一个环节%

立体化服务!"健康友行#作支撑

友邦也尝试扮演更丰富的角色以满
足客户的多维度需求% 基于成为客户#健
康管理伙伴$的品牌定位"友邦在不断完
善健康保障产品的同时"积极介入客户健
康周期的前端和后端"

以满足大众对于健康
管理的需求"让客户享
受全程健康友保障 %

#健康友行 $=%% 的推
出正是友邦着眼于客
户的日常健康生活管
理作出的一次有益尝
试% 与此同时"它以一
种兼具趣味性与价值
的客户互动形式"改进
了保险公司与客户之
间低频交流的现状"建
立#强客户关系$"让友
邦成为客户实实在在
的健康管理伙伴 % 未
来"友邦还将透过对健
康友行用户健康 &购
买&行为和服务数据的

分析和使用"更好地了解并服务于他们"

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并将通过#健康友行$线上线下资源的整
合"打造健康管理生态圈"更好地与客户
互动%

打造中国最受信赖的保险公司

#以客户为中心$要求保险公司回归
保险本业"为客户实现风险管理和长期财
富积累的目标% 友邦中国从 ",*,年首个
五年计划推出#回归保障根本$以来"不断
坚守产品线的优化和升级"根据不同客户
群体的需求" 设计细分的保障解决方案%

目前"传统保障类产品新业务价值贡献率
达 #>.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客户的人
均重疾和寿险保障额度在过往两年增长
近 +,."真正实践#保险姓保$%

友邦中国一直以来坚持以品质和保
障为根本"并因此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和获
得了业界的认可% 在新的五年计划周期
里"友邦中国在坚守的同时"还将锐意革
新%将#以客户为中心$真正地渗透到组织
和渠道的每一个环节"加大在人才和科技
方面的投入"打造出#中国最受信赖的保
险公司$"也希望通过友邦中国的尝试"携
手行业共塑未来的新标准%

面向未来"友邦将通过#客户为中心$

的客户策略对细分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的
聆听和反馈"以业务革新实现健康保障解
决方案的持续强化"以及客户体验的不断
优化%让客户信赖成为友邦中国持续成长
的核心竞争力"推动行业重塑业务成功新
标准%

友邦上海客户服务中心全面升级!全新亮相全国保险宣传日
$$$"以客户为中心%!打造中国最受信赖的保险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