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保险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民生保障为己任，致力于成
为“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引领者”，不断丰富健康管理服务布局，贯彻落实“健康中
国”战略及上海市“健康服务业 50条”，为广大客户提供丰富优质的健康服务和产
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值此“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之际，太平洋保险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
司，积极响应“信用，让消费更放心”号召，携手《人间世》节目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青少年骨肿瘤公益项目，特别推出“大爱无疆 责任在行”爱心感恩回馈活动。

聚焦健康养老
贴心服务回馈

◆太保蓝本———让普通人享受特需服
务

“太保蓝本”健康服务体系，是为客户
提供充分的健康保障和高效就医协助服

务，全面打通就医流程，诊前、诊中、诊后一
站式服务，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病
烦的就医痛点。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服务
品质，打通就医的最后一公里，让客户得到
及时精准的治疗和配套服务， 让普通人都
能享受特需服务。

即日起至 2019年 4月 10日， 凡上海
地区太平洋保险集团旗下客户均可享受

“免费陪诊”服务；非太平洋保险客户只需
激活太平洋任一产品即可获得该服务。

◆健康服务———指定产品健康服务大
升级

即日起至 2019年 3月 31日， 凡购买
指定产品，均可获得太平洋专属健康服务。

太平洋保险拳头产品金佑人生升级专
属健康服务， 连续三年为您提供六大医疗
服务：副主任级专家三日内预约、领域专家
两周内通通搞定、出院复诊安排专车接送、

专业康复师、营养师上门服务、更有海外医
疗替你安排去香港注射 9价疫苗……

同时，新上市的爱无忧、心无忧产品也
为您配备了专项健康服务。 爱无忧专项服
务可提供未被医保覆盖的癌症特药费用
100%报销；心无忧专项服务为心血管病自
费比例调高的、 用药依赖性强的进口原研
药 8折优惠， 最多可绑定 4位直系亲属共
同享受药品折扣服务。

◆专属产品———指定老客户尊享产品
“金诺优享”

金诺优享重大疾病保险重磅来袭，最
大让利老客户。

老客户专享， 太平洋保险老客户才能
享受到的专属产品和服务。

保障升级更全面，105种重疾保障，升
级更全面；55种轻症保障， 最高三次额外
赔付。

金诺优享，守护您一生。

◆太保家园———服务新时代，好养老
生活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加
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号召， 面对银发浪
潮的全面来袭，太平洋保险承担了转型 2.0的
新使命， 与国际著名的养老运营服务商法国
欧葆庭集团共同构筑太保家园，按照“南北呼

应、东西并进、全国连锁、全龄覆盖”的思路，

面向高、中、低龄老人精心打造城郊颐养、旅
居乐养、城市康养三大产品业务线。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选择铂金时代·尊
享计划， 提前锁定太保家园国际颐养社区
入住资格及 VIP特权， 享受 “专属保险产
品+高端养老社区+优质专业服务” 的综合
解决方案。

发挥保障功能
让消费更放心

2018年，太平洋保险联合普华永道共
同发布 《中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2018

版）》。 通过《白皮书》，我们不难发现，随着
社会风险保障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对医疗、

意外、重疾等表现出愈发浓厚的兴趣。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持有多张
保单 （人均保单量已经从 2010 年的 1.96

张上升至 2.89张）， 对于保险消费的担心
也就越来越多：我买的保险是我需要的吗？

出险了是否能正常理赔？ 所购保障是否足
够覆盖未来风险支出？ ……

透过几组数据， 我们从多角度描绘出
当下保险消费者最真实的面貌：

◆41-50岁客户成重疾理赔高发区
从理赔情况看， 医疗和意外理赔客户中

未成年人居多， 寿险理赔以 41-50岁客户居
多，重疾理赔从 2010年未成年理赔客户居多
向 2017年 41-50岁理赔客户居多发展。

◆重疾险人均理赔金额仅 1.4万
就重疾险而言， 消费者关注健康保

障，重疾保险消费者占比明显上升。 不过
整体来看，重疾保险保障水平偏低，发展
空间巨大。

2010年至 2017年，重疾人均理赔金额
增长 917%， 不过即便增长如此迅速，2017

年重疾险人均理赔金额也不过 1.4 万，远
低于实际重疾治疗费用。

而保监会 2012年 6号文发文指出：“建

议投保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金额设定为年收
入的 10-20倍， 重大疾病保险金额设定为年
收入的 5-10倍”“保险费支出与自身经济条
件相适应，一般在年收入的 5%-15%之间”。

值此“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之际，

太平洋保险积极响应 “信用， 让消费更放
心”号召，帮助每一位客户轻松洞悉保险消
费内幕，明明白白保险消费，切实守护您的
”好生活！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保险消费者白
皮书（2018版））

持续热心公益
勇担社会责任

◆做优秀企业公民， 积极投身公益和
社会服务

一直以来，太平洋保险以“做一家负责
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各类精准扶贫项目，

已覆盖全国 46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创建了
大病保险扶贫、保收入的农险扶贫、产业扶
贫、投资扶贫、智力扶贫等多种可复制推广
的典型模式。同时，关爱孤残儿童、助梦希望
小学，在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连续
八年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榜“杰出企业奖”，同时入选
中国 A股市场环境、 社会、

治理（ESG）绩效最优“”好
50公司”。

太平洋寿险上海分公司
秉承“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
拥有太平洋”的理念，关爱自
闭症儿童、 走进小雨人公益
慈善集市活动， 奔赴偏远山
区进行健康义诊活动……上
海分公司开展一系列公益活
动， 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乐善
好施的传统， 呼吁全社会每
一个人为创建和谐社会尽自
己的绵薄之力。

◆你参与我捐款，共筑人间大爱
此次，上海分公司将和《人间世》节目合

作，配合“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开展消费
信用大调查。每参与一份调查问卷，太平洋保
险将以您的名义捐赠 1元； 每签署一份爱心
保单，太平洋保险将以您的名义捐赠 10元。

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骨肿瘤病房，《人间
世》 摄制组跟拍了几个骨肿瘤孩子的家庭，

他们所罹患的是一种发病率百万分之一的
疾病———骨肉瘤，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骨
癌”，绝大多数发生于 20岁以下生长发育旺
盛的青少年群中。 虽然随着诊疗技术的提
高，目前青少年儿童骨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可
以达到 60%以上，但是仍有超过 30%的患者
不能被治愈，也给这些患病家庭带来了巨大
的伤痛和经济负担。上海分公司将与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青少年骨癌患者公益项目合
作，所募集来的捐助款项将全部用于帮助这
些骨肿瘤孩子，帮助那些因困难而得不到有
效医治的青少年骨肿瘤患者，为罹患重疾的
贫困家庭提供医疗救治的机会。

聚沙成塔、汇流成河，太平洋保险希望
能唤起更多的人关注公益事业， 用绵薄爱
心汇聚成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大 爱 无 疆 责 任 在 行
———太平洋寿险上海分公司爱心感恩回馈活动火热开启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李家诚

专家视点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特金会2.0”无协议但有进展
讨论推动无核化和解除制裁的多种措施，双方团队期待未来继续会晤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国总

统特朗普 2 月 27 日至 28 日在越南河

内举行第二次朝”领导人会晤， 但双

方未达成任何协议。

白宫发言人在会晤结束后发表声

明说，”朝领导人举行了“非常好且有

建设性”的会晤，讨论了推动朝鲜半岛

无核化和相关经济事务的多种措施，

但会晤并未达成协议， 双方团队期待

在未来继续会晤。

蓬佩奥称期待未来几
周内达成协议

特朗普 28 日离开河内前在万豪

酒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朝在解

除对朝制裁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表示，

朝方要求”方取消所有制裁， 为此朝

方愿意满足”方提出的无核化要求中

的大部分条件， 但”方无法同意在此

情况下放弃所有对朝制裁。

特朗普称， 双方没有商定何时举

行第三次峰会， 但称金正恩承诺不再

进行核导试验， 并愿意关闭宁边核研

究中心，“会见气氛十分温暖， 我希望

它能继续， 将来能做成一些非常特别

的事”。

特朗普还补充说：“（朝鲜）只有达

到我们想要的无核化， 我们才能缓和

制裁”，“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

声称，除了宁边核设施，朝鲜应该还有

别的核设施。 “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

其中也有人们不太了解的部分”。

”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国认

为除了宁边核设施之外, 还有规模非常

大的核设施，所以本次没能达成协议。蓬

佩奥还表示：“虽然与朝鲜的谈判未达成

共识 ， 但是期待在未来几周内达成协

议。 ”

”国媒体报道称， 谈判未能达成协

议后， 双方取消了原定 28 日中午举行

的领导人午宴， 此外原定的签字仪式也

取消。

此前， 白宫曾在 27 日晚发布消息

称， 双方会在 28 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

”国媒体一度还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说，

朝”双方或在互设联络处、 签署和平宣

言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在无核化和解除制裁的
具体步骤上仍存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半岛问题错综复杂，

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此次会晤

情况看， 双方在无核化步骤及取消制裁

等问题上仍有分歧，仍需继续相向而行，

增进互信，坚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

韩国世宗研究所所长白鹤淳认为，

朝”分歧的关键在于实现无核化的顺序

问题。目前看来，”国对朝鲜的要求涉及

核设施申报和接受国际核查等， 朝鲜则

希望”方全面解除制裁， 在这方面的先

后顺序上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国智库“防御优先”高级研究员丹

尼尔·戴维斯表示，此次河内会晤是去年

新加坡会晤的延续。 朝鲜重视国内经济

发展，迫切要求”方取消制裁。尽管最终

制裁问题成为此次会晤中的 “拦路虎”，

但这仅仅是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遇到的

一个挫折，并不意味着方向性转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

也认为，半岛无核化进程不会因此终止。

以往经验表明， 半岛无核化进程从来都

是曲折反复，但从未停止，因为半岛无核

化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国外交委员会主席哈斯称， 没有

交易比达成一项坏交易好。他指出，特朗

普过于相信与朝鲜领导人的个人关系，

因此在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举行峰

会，会晤失败就是大概率事件。

”国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认为，虽

然本次峰会挫败， 但半岛紧张局势不断

降级，中国、韩国与朝鲜关系更为稳定，

这都是去年以来各方展开外交努力的成

果。即便”国目前没有达到目标，这些成

果也是积极进展。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海国

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对本报记者表

示， 本次河内峰会的失败将使特朗普在

朝核问题上面临两方面的压力， 从而使

”国对朝政策出现变数。一方面，特朗普

出于 2020 年总统竞选的考虑，急需在朝

核问题上锁定协议， 因此有可能软化对

朝立场；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的右翼

阵营可能施压白宫， 要求采取更多对朝

强硬行动。不过总体来看，半岛局势仍可

维持相对稳定。

（本报华盛顿 2 月 28 日专电）

”朝第二次首脑会谈无果， 作为朝

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日本对此给予重点

关注，并对会谈未能达成协议表示遗憾。

2 月 28 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

”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 就”朝

首脑第二次会谈的结果及未能达成协议

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就有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安

倍介绍称：“在 27 日晚的一对一会谈上，

（特朗普）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了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安倍还表示“接下来必

须由我亲自面对金正恩”，展现了实现日

朝首脑会谈的意愿。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对”朝此次

首脑会谈未能取得成果表示遗憾。 岩

屋表示：“（日本）非常期待会谈能就推

进完全无核化取得进展， 此次会谈未

能达成共识，非常遗憾。 ”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国总统特朗

普 2 月 28 日通电话，就当天在越南河

内举行的第二次朝”首脑会谈结果进

行沟通。据韩联社报道，特朗普是在返

程专机上给文在寅打电话的， 双方可

能共享谈判未达成协议的背景以及谈

判详细内容， 并就今后韩”合作方案

等进行交流。这是两人 2 月 19 日在金

特会前通电话后 ， 时隔 9 日再次通

话。 （本报东京 2 月 28 日专电）

国际 专版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3 月 1 日 星期五6 首席编辑/陆益峰 见习编辑/吴 姝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记者侯
晓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8 日在回应朝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突然结束且未签署

共同文件一事时说， 中方非常希望朝”

双方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 继续互释诚

意， 共同致力于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陆慷说，过去一年多来，朝鲜半岛局

势出现重大转机， 半岛问题重新回到政

治解决的正确轨道，这一成果来之不易、

值得珍惜。

“事实上，朝鲜半岛形势过去几十年

的发展变化和曲折经历告诉我们， 坚持

对话协商才是唯一出路， 相向而行方

能行稳致远。 ”陆慷说。

他说， 中方非常希望朝”双方继

续保持和开展对话，继续互释诚意，切

实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共同致

力于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朝鲜

半岛和平机制。 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

自己建设性的作用。

”国总统特朗普 28 日下午在河

内举行的记者会上确认， ”朝领导人

第二次会晤没有签署共同文件。 白宫

方面发布消息说， 特朗普记者会比原

计划提前两个小时举行。

，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时隔 260 多天、 穿越数千公

里在越南首都河内二度握手， 引来万

众瞩目。然而，剧情并未按照预先设定

的脚本上演，发生了“神转折”，令人意

外地没有带来外界期待的“成果”。

第二次朝，峰会就这样在万众期

待中黯然收场。局势如此瞬息万变，出

乎意料，令人咂舌。“雷声大雨点小”可

谓此次峰会的真实写照———不仅没有

达成任何协议， 连计划中的共进午餐

也被取消，可见双方失望之情。

韩国股市当日也应声大幅下跌。 韩

国总统文在寅取消了其他所有行程安

排，专门关注此次峰会，没想到却等来如

此结果，其内心失望的程度可想而知。但

是，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布官方公告称：

“我们对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未

能在今天的峰会上达成全面协议感到遗

憾。但是，他们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取

得了更有意义的进展。 我们期待着根据

首脑会议的结果继续进行积极对话。 ”

，国一直坚守 “先弃核再补偿”，只

有朝鲜在实现无核化后才能解除制裁，

而朝鲜则主张分阶段同步走的弃核，希

望在做出具体的无核化行动后立即松绑

制裁。 朝鲜减轻乃至解除制裁的诉求没

有得到满足， 而，国要求朝鲜彻底实现

无核化的目标也让朝方难于轻易许诺。

双方互不相让，导致没有谈拢。

回顾此次峰会的筹备过程， 朝，双

方的工作磋商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但谈判时间过短、干涉因素太多、彼此诉

求相差过大、谁也不愿先行让步，遂致立

场难以弥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没有宣言的越南峰会看起来还不如

达成框架协议的新加坡峰会。 半岛无核

化进程的前景又蒙上一层阴影。 不过，

“特金会 2.0”虽然没谈拢，但朝，关系没

谈崩，因为双方并不想回到过去。 当然，

弥合，朝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分歧需要时

间和耐心。，朝磋商还将继续，这让我们

在失望之余还抱有希望， 希望半岛无核

化与和平进程持续下去。（作者系辽宁大
学东北亚研究院、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本报讯 （记者刘畅）在 2 月 28 日的

克里姆林宫记者会上， 俄总统新闻秘书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就第二次”朝领导

人会晤表达了俄方态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将进一步评估”朝领导人的会谈

成果，但目前来看，双方未能取得实质性

进展。 佩斯科夫强调：“不合理的高要求

势必会令谈判进程受阻。 ”

在被问及俄罗斯在峰会中的作用

时， 佩斯科夫称，“俄方在峰会组织工作

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他拒绝回

答具体是何种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2 月

28 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说，莫斯科支持华

盛顿和平壤继续进行对话的意愿， 认为

双方应以相向而行的实际举措来巩固这

一意愿。 扎哈罗娃说，俄罗斯认为“维护

（朝鲜半岛）次区域政治外交进程在俄中

两国倡议的轨道上积极发展极为重要”，

“俄罗斯愿与有关各方强化多边协作、

共同努力， 以促成朝鲜半岛局势的全

面调解”。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德扎巴诺

夫对塔斯社表示， 尽管未能签署成果

性协议， 但河内峰会不能被认为是失

败的，“至少把所有争议问题都摊开来

讨论了”。 “无论如何，峰会举行了，并

取得一些成果， 对未来的继续谈判也

有一些计划，但是因为缺乏共识，目前

只能到此为止。 ”德扎巴诺夫说。

德扎巴诺夫认为， 朝鲜在谈判中

的表现相对克制。 “朝鲜领导人明白

外交辞令是一回事， 现实政治又是另

一回事， 朝鲜依旧面临”国高强度的

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 彻底缓和关系

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应该从”方自身

找原因。”

朝鲜民众十分关注第二次朝，首脑越南会晤的新闻报道。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