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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疫情期间如何快速获取保险服务

万众一心防控疫情，非常时期，普通民众首要任务是做

好个人防护，减少不必要外出，需要办理业务尽量选择线上，

有效避免人群聚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请最大限度保护您

的身体健康和安全，阳光财险为您提供全方位、不打烊的关

爱服务！

一、疫情期间阳光财险客户服务关爱政策

疫情期间，阳光财险积极升级服务措施，为您提供便捷、

安心且有温度的理赔关爱服务。对于投保我司相关保险产

品，按照保险条款约定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客户，提供如下

关爱政策：

（一）理赔关爱政策

1.取消理赔医院限制：国家认可的正规收治医院治疗，

符合保险责任即可理赔，不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定点医院。

2.简化理赔手续：对于因事故导致的保险赔偿简化提交

材料，确保赔款及时支付。

3.开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绿色服务通道：若我司医疗

险客户出险，将在保险范围内主动垫付医疗费用，保证阳光

客户得到充分妥善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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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启一键赔7*24小时自助理赔服务，报案-查勘-定

损，全部线上开展。您可以通过官微、一键赔小程序、“阳

光车·生活”APP等平台自助报案办理理赔，包括单证补传，

案件进度实时查询，对于需要委托授权的客户，我们会为您

推送电子授权书，您在一键赔小程序上电子签名即可完成授

权。简易、快速办理理赔的同时减少与他人的接触，保障您

的安全与健康。

（二）增值服务关爱政策

1.为阳光车险客户提供“非事故道路

救援服务”，提供搭电服务、拖车服务、

换胎服务、送水服务、现场快修、困境救

援等服务。

【访问路径】 下载“阳光车·生活”

APP，打开首页点击“一键救援”。

2.还为阳光财险客户提供“妙手医生”

在线问诊服务，专业医师，在线解答，妙

手医生7*24小时发热免费在线门诊；同时，

实时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国最新动

态。

【访问路径】 下载“阳光车·生活”

APP，点击首页轮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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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期间阳光财险客户服务办理指引

（一）线上服务

1.保单查询

保单服务可供客户随时查看自己的保单详情，包括车险

保单、财产险或意外险等保单的投保情况。

【访问路径】下载“阳光车·生活”APP 点击首页“查

保单”或关注阳光财险公众号点击我的服务中“我的保单”

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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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险一键理赔

如有车险理赔需求，您可从“阳光车·生活”APP或阳

光财险官微、“阳光一键赔”小程序进行线上报案，并使用

“一键赔”自助理赔服务，视频连线理赔专家，实现快速无

接触理赔。

【访问路径】下载“阳光车·生活”APP，首页选择“线

上报案”、“一键理赔”；或关注阳光财险公众号点击我的

服务中“理赔服务”选择“一键赔”；或使用“阳光一键赔”

小程序点击“视频连线”；或在理赔专家指导下下载“一键

赔”APP点击“视频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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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产险或意外险一键理赔

如有财产险或意外险理赔需要，您也可在阳光财险公众

号的“阳光一键赔”小程序，使用“阳光财意赔”自助办理

理赔服务，线上自助报案，视频连线理赔专家，自助上传索

赔材料，实时查询理赔进度，实现快速理赔。

【访问路径】打开微信，搜索“阳光一键赔”小程序，

点击“阳光财意赔”。

阳光一键赔小程序六大功能

自助报案 一分钟搞定报案

阳光信赔 无审核即时赔付

视频连线 一对一快速处理

案件查询 案件进度一目了然

资料上传 随时随地传资料

阳光财意赔 财产险或意外险等在线理赔

阳光一键赔小程序一键赔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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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线购买保险

疫情当前，在家更保险。阳光“阳光车·生活”为您提

供在线购买车险、财产险或意外险等业务。您可以足不出户，

在家用一部手机，轻松完成投保、续保等业务，给自己、家

人、爱车更多保障。不见面、零接触，在线购买保险方便又

安心。

【访问路径】下载“阳光车·生活”APP点击首页“买车

险/保险推荐”或关注阳光财险公众号点击保险商场“买车

险/更多产品”。



7

（二）咨询服务

我司提供24小时全国统一客服专线：95510,24小时在线

为您服务，让您足不出门享受阳光贴心服务。

（三）柜面服务

因受到疫情影响及当地政府要求，我司部分柜面已临时

暂停现场服务或调整柜面服务时间，首先建议您通过我司线

上服务途径办理各类业务，或拨打全国统一客服专线95510

及时了解柜面服务时间。如必须亲至柜面办理相关服务时，

请您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前提下前来柜面办理业务，按

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配合我们进行体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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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知识

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

（一）哪些人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各类人群普遍易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免疫功

能低下和免疫功能正常人群均可发生，与接触病毒的量有一

定关系。对于免疫功能较差的人群，例如老年人、孕产妇或

存在肝肾功能异常，有慢性病人群，感染后病情更重。

（二）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吗？

会。从一些聚集性病例的发病关联次序判断，人传人的

特征十分明显，且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主要传播方式是经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包括手污染导

致的自我接种）以及不同大小的呼吸道气溶胶近距离传播。

（四）什么是飞沫传播？

飞沫的产生：

1.咳嗽、打喷嚏或说话。

2.实施呼吸道侵入性操作，如：吸痰或气管插管、翻身、

拍背等刺激咳嗽的过程中和心肺复苏等。

（五）什么是接触传播？

1.血液或带血体液经粘膜或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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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接触含某种病原体的分泌物引起传播。

（六）什么是密切接触者？

指14天内曾与病毒的确诊或高度疑似病例有过共同生

活或工作的人。包括办公室的同事，同一教室、宿舍的同事、

同学，同机的乘客等。以及其它形式的直接接触者包括病毒

感染病人的陪护、乘出租车、乘电梯等。

（七）跟疑似或确诊感染病人有密切接触怎么办？

所有跟疑似或确诊感染病人可能有接触的人（包括医护

人员）都应该有14天的健康观察期。观察期从和病人接触的

最后一天算起。一旦出现任何症状，特别是发热、呼吸道症

状如咳嗽、呼吸短促或腹泻，马上就医！

前往医院的路上必须佩戴医用口罩，避免搭乘公共交

通，应该呼叫救护车或者使用私人车辆运送病人，如果可以，

路上打开车窗。在路上和医院站着或坐着时，尽可能远离其

他人（至少1米）。任何被呼吸道分泌物或体液污染的物体

表面都应该用含有稀释漂白剂的消毒剂清洁、消毒。

二、日常防控措施与消毒杀菌注意事项

（一）日常防控措施

勤洗手，少出门或不出门，出门必须配戴一次性医用口

罩或N95口罩。房间通风换气。新型冠状病毒对热敏感，56℃

热水浸泡30分钟、75%酒精、含氯消毒剂，氯仿等脂溶剂均

可有效灭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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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毒杀菌注意事项

1.使用酒精消毒务必不要靠近火源，避免以喷雾的方式

使用，应采取擦拭的方式。使用前彻底清除使用范围地（酒

精滴落地）周边易燃及可燃物。

2.使用过的毛巾等布料清洁工具，在使用完后应用大量

清水清洗后密闭存放，或放通风处晾干。

3.汽车内部、库房、居室等相对密闭空间消杀工作完成

后，应当进行适时彻底通风，避免火灾隐患或危险气体对人

体造成伤害。

4.进行消毒杀菌时，应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塑胶手套、

口罩、护目镜等防护用品，避免腐蚀。妥善放置食品、餐具

等，避免污染。大面积消毒建议使用84消毒液（有效氯含量

5%，按照1份消毒液配100份水进行稀释）或消毒粉（有效氯

含量12—13%，20克/包，1包消毒粉加4.8升水）或含氯泡腾

片（有效氯含量480mg/片—580mg/片，1片溶于1升水）进行

对电梯间、楼梯扶手、门把手等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和墙面、

地面进行消毒，消毒半小时后，再用清水洗净或擦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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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个人防护知识

一、如何保护自己远离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传染？

（一）怎样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传染？

1.少出门或不出门，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

免各类聚会，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

2.如必须乘坐公交车、地铁和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或

前往商场等人流较大的场所时，出门必须配戴一次性医用口

罩或N95口罩减少接触感染风险。

3.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用一次

性纸巾或干净毛巾擦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

嚏后）避免用手触摸眼睛、鼻或口，应立即洗手。

4.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作息规律，

避免产生过度疲劳。

5.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每天开窗通风数次不少于3次，

每次20-30分钟。户外空气质量较差时，通风换气频次和时

间应适当减少。

6.如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如咳嗽、流涕、发热等，应居

家隔离休息，持续发热不退或症状加重时及早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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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时，我们怎么吃才

好？

1.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

2.不要食用已经患病的动物及其制品；要从正规渠道购

买冰鲜禽肉，食用禽肉、蛋奶时要充分煮熟。

3.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具要分开，处理生食和

熟食之间要洗手。

4.即使在发生疫情的地区，如果肉食在食品制备过程中

予以彻底烹饪和妥善处理，也可安全食用。

（三）轻症发热病例的居家隔离建议

1.将病人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

2.限制看护人数，尽量安排一位健康状况良好且没有慢

性疾病的人进行护理。拒绝一切探访。

3.家庭成员应住在不同房间，如条件不允许，和病人至

少保持1米距离。

4.限制病人活动，病人和家庭成员活动共享区域最小

化。确保共享区域（厨房、浴室等）通风良好（开窗）。

5.看护人员与病人共处一室应带好口罩，口罩紧贴面

部，佩戴过程禁止触碰和调整。口罩因分泌物变湿、变脏，

必须立即更换。摘下及丢弃口罩之后，进行双手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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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病人有任何直接接触或进入病人隔离空间后，进行

双手清洁。

二、洗手篇

（一）洗手在预防呼吸道传播疾病中有什么作用？

正确洗手是预防腹泻和呼吸道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WHO及美国CDC 等权威机构均推

荐用肥皂和清水（流水）充分洗手。正确洗手需掌握七步洗

手法：

第一步：首先要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

第二步：然后洗背侧指缝，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

双手交换进行；

第三步：洗掌侧指缝，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

第四步：洗拇指，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揉搓，双手

交换进行；

第五步：洗指背，弯曲各手指关节，半握拳把指背放在

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

第六步：洗指尖，弯曲各手指关节，把指尖合拢在另一

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

第七步：最后要洗手腕、手臂，揉搓手腕、手臂，双手

交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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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注意彻底清洗戴戒指、手表和其他装饰品的部

位，应先摘下手上的饰物再彻底清洁，有条件的也应清洗戒

指、手表等饰品。

（二）旅途在外没有清水，不方便洗手，怎么办？

可以使用含酒精消毒产品清洁双手。冠状病毒不耐酸、

不耐碱，并且对有机溶剂和消毒剂敏感。75%酒精可灭活病

毒，所以达到一定浓度的含酒精消毒产品可以作为肥皂和流

水洗手的替代方案。

三、口罩篇

（一）口罩该怎么选？

选择一：一次性医用口罩，连续佩戴4小时更换，污染

或潮湿后立即更换；

选择二：N95医用防护口罩，连续佩戴4小时更换，污染

或潮湿后立即更换。棉布口罩、海绵口罩均不推荐。

（一）正确使用口罩

医用口罩的使用方法：

1.口罩颜色深的是正面，正面应该朝外，而且医用口罩

上还有鼻夹金属条。

2.正对脸部的应该是医用口罩的反面，也就是颜色比较

浅的一面，除此之外，要注意带有金属条的部分应该在口罩

的上方，不要戴反了。

3.分清楚口罩的正面、反面、上端、下端后，先将手洗

干净，确定口罩是否正确之后，将两端的绳子挂在耳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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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一步，也是前面提到过的金属条问题，将口罩佩

戴完毕后，需要用双手压紧鼻梁两侧的金属条，使口罩上端

紧贴鼻梁，然后向下拉伸口罩，使口罩不留有褶皱，最好覆

盖住鼻子和嘴巴。

（二）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1.孕妇佩戴防护口罩，应注意结合自身条件，选择舒适

性比较好的产品。

2.老年人及有心肺疾病慢性病患者佩戴后会造成不适

感，甚至会加重原有病情，应寻求医生的专业指导。

3.儿童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其脸型小，选择儿童防护口

罩。

温馨提示

本文所引用的疫情防控相关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在

此提醒您及时关注官方通报和防疫指南，我们也将及时更新

我司个人客户服务相关内容，为您提供更多便利服务举措。

阳光财产保险

2020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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