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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保险江苏分公司:

信送到哪里，中邮保险就到哪里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是中国邮政旗下国有全资寿险公
司,公司总部位于北京，注册资本
金 215 亿元人民币，2009 年 9 月 9
日正式挂牌开业。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充分依托邮政网络和资源，以“服
务基层、服务三农”为己任，坚持专
业化与特色化并举的原则，以小额
保险为切入点，以促进城乡保险业
均衡发展为着力点，全力打造一个
体系现代化、服务大众化、管理规
范化，政府满意、监管放心、百姓欢
迎的新型高效商业保险公司。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邮保险
江苏分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南京正式挂牌成立，是中邮
保险在全国设立的第 7 家省级分
支机构。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中邮保
险江苏分公司开业以来累计实
现保费收入 416.88 亿元，年均增
长 17.5%。其中，期交新单保费
收 入 82.79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24.1%；趸交保费收入 250.82 亿
元，年均增长 6.6%；续期保费收
入 81.41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61.3% 。 年 度 总 保 费 、期 交 新
单、续期、长期期交新单、趸交等
保费收入规模连续多年均列全
国中邮保险各省级分公司第一
位。分公司累计理赔 1.37 万人
次，赔付金额 2.67 亿元，累计获
赠客户答谢锦旗 140 余面，重大
突发事件理赔案件连续数年被
评 为 保 险 业 十 大 影 响 力 赔 案 。
2016 年分公司获评“2013-2015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2018 年

获评“2016-2017 年度全国交通
运输行业文明单位”。

中邮保险江苏分公司在快速
发展的同时，不断强化党建引领，
着力发挥保险功能优势，助力脱
贫攻坚战，切实履行政治和社会
责任，打造出“1+N”的保险精准
扶贫模式，“1”即树立一个“爱心
保险”的服务品牌，“N”即在“爱
心保险”的品牌下，陆续实施了保
险扶贫、创建扶贫、公益扶贫、专
业扶贫等扶贫项目，其中，2015

年分公司“关爱留守儿童，共享美
好生活”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共青
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志愿者协会
联合颁发的“江苏省优秀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称号，2018 年分公
司为泰州地区留守儿童提供了保
额高达 1.25 亿元的保险保障，形
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2019 年，在“7·8 全国保险公
众宣传日”期间，中邮保险江苏分
公司依托邮政资源，在全省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携手为爱“益”起跑

7 月 8 日当天，中邮保险江苏
分公司积极参加江苏保险行业协
会组织的健步走活动，为爱奔跑，
为公益捐步。同时，“7·8”活动期
间，分公司各支部组织开展重走革
命路、青春我做主等扶贫公益跑活
动，积聚保险力量，献礼党的诞生，
表达对国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服务一线送保障

分公司走进服务一线，与南京
快递站点小哥一起挥洒汗水，体验
劳动最光荣，美好生活从一份安全
寄递出行保障开始；和11185客服
中心话务人员一道耐心守候，倾听
客户的声音，美好生活从一份企业
关爱保障开始；和铁塔一线员工一
同分享行业故事，感知通信行业快
速发展的速度，美好生活从一份通
信安全保障开始。

理赔最后一公里

分公司走进三农基层，在淮安
和镇江两地市基层农村村委会和
邮政支局门口，组织开展现场理赔
会，以农村群众身边“接地气”的实
际理赔案例进行现身说法，将保险
保障功能和保险防贫理念传播到
基层一线。正如淮安黄码镇邱庄
村村委会主任在活动现场所说，有
了保险，每个小家就有了保障，农
村脱贫振兴就有了希望。

人民邮政为人民

分公司走进社会公众，联动各
地市邮政分公司走出网点，走进社
区、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保险扶贫
公益跑，倡导健康绿色生活；搭展台、
布展架，普及保险知识，传播行业正
能量，用邮政一抹绿带动社会一片
绿，用保险力量撑起万家保障伞。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荷人寿”）作为最早受益于
保险业对外开放政策的中外合资保
险机构之一，成立 17 年来，一路砥
砺前行，已经成长为中国保险业的
一支蓬勃力量。

中荷人寿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
“更轻松的保险服务”的理念，帮助
每一位客户方便、快捷地解决疑难，
传递亲人般的温暖，努力创造超出
满意度的服务体验。近年来，中荷
人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
服务模式、服务渠道，形成了自身特
有的较为成熟的客户服务体系并获
得多项服务奖项。

中荷人寿以细分客户需求为导
向，先后推出多项分层式增值服务，
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贴心
关爱，无微不至”的爱心天使服务，
通过主动拜访出险住院客户，送去
及时的慰问与理赔协助服务；“无远
弗届，无忧无虑”的国际SOS急难援
助服务，为出行在外的客户提供急
难或医疗援助，为客户撑起一把保
护伞；“私人医生，健康无忧”的健康
管理服务，为客户提供电话医生、专
家预约、导医陪诊、健康信息定制等
服务，帮助客户管理自身健康；“尊
贵礼遇，唯您优享”的 VIP 服务，通
过贵宾体检、海内外就医绿道、尊贵
出行、高端客户活动等方式，使高净
值客户专享尊贵体验。

以“希望，载爱成长”主题的好
爸好妈会俱乐部是中荷人寿推出的
创新服务新探索，旨在搭建亲子互

动、经验交流、科学育儿的新平台，
使亲子家庭体验共同成长的快乐。
作为保险行业中率先成立的亲子俱
乐部，中荷人寿“好爸好妈会”通过
多样化的活动、多渠道的资源整合，
为父母提供了一个亲子互动、交流
经验、科学育儿的新平台，彰显出对
客户的情感关怀，践行了保险企业
的社会责任。

中荷人寿蜜丝会是行业内首个
专注于女性自我成长的女性俱乐
部，秉承为女性服务的理念，旨在提
高女性自我认同感，指引女性发现
自我价值，构建新时代女性价值
观。“在这里，发现更有趣的你”,！
蜜丝会追求为会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和极致的有趣体验，引领女性发现
生活中的各种乐趣。

中荷人寿于 2017 年 10 月登陆
江苏市场，江苏分公司自成立以来，
努力秉承公司“更轻松的保险服务”
理念，公司在将“好爸好妈会”“蜜丝
会”“爱心天使”等特色品牌带给江
苏保险消费者的同时，结合江苏保
险市场和保险消费者的实际情况，
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各类
活动。其中“好爸好妈会”开展了亲
子油画、汤山亲子跑、手工烘焙等多
场活动，累计参与家庭超过 200 个；

“蜜丝会”开展了团扇绘画、新春品
茗、花艺沙龙等多场活动;分公司更
是连续两年策划了“挥舞的高尔夫”
和“参观丝绸博物馆”年度 VIP 客户
活动。各类活动的开展带给了客户
全新的服务感受，收到了客户的一

致好评。
“让客户的每一次接触都留下

美好回忆”，是中荷人寿的服务准
则。中荷人寿江苏分公司将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拓展服务渠
道，丰富服务内容，提升客户体验，
将贴心的关爱送到江苏保险消费者
的心中。 宋美娟

中荷人寿江苏分公司：

坚持特色创新 提供更轻松的保险服务

“爱国爱家，从一份保障开始”。又是一年“7.8 全国
保险公众宣传日”，信泰保险江苏分公司积极响应省银
保监局、省行协、总公司关于“7·8保险公众宣传日”的活
动要求，开启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全员齐动，宣传保险
保障知识，传递保险大爱关怀。

为营造良好浓厚的宣传氛围，信泰保险江苏分公
司统一向中保协征订“7·8”主题海报，张贴于办公区域
醒目位置。运营前台利用横幅“爱国爱家，从一份保障
开始”进行本年度的主题宣传。同时还在运营柜面张
贴“7·8 保险扶贫公益跑”活动推广引导栏，邀请前来办
理业务的客户一同加入保险公益扶贫项目，助力山西
扶贫项目的生成。

信泰保险江苏分公司各机构也精心谋划，组织内外
勤开展“7·8 保险公益跑”活动。扬州等部分机构自发
组织线下公益跑活动；徐州、镇江、泰州、淮安等机构也
将参加各地行业协会组织的统一健步走活动，捐赠公益
步数，为扶贫事业贡献力量。在积极策划线下活动的同
时，线上活动宣导同时进行。分公司、各机构每日通过
微信工作群，对公益跑活动进行宣传和动员。鼓励内外
勤员工通过微信群每日分享捐赠步数，营造浓烈的公益
捐赠氛围，调动全体员工的捐赠热情，通过分享显示，截
至7月3日，部分员工捐赠步数已逾10万步。

在泰州，信泰保险的工作人员在明珠广场设立咨
询服务台，发放宣传资料，紧扣“7·8 全国保险公众宣
传日”活动主题，结合市民实际消费过程中常见的疑
点、难点问题进行专业解读。普及保险知识、宣传保
险功能，帮助公众深入解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提高社
会公众保险意识，为老百姓幸福生活保驾护航，活动
受到了一致好评。

7 月 3 日-4 日，信泰保险江苏分公司银保部借赴井
冈山学习的契机，重走江西革命老区，体验革命创业之
艰辛。参与学习的员工在井冈山同样投入到宣传“爱
国爱家，从一份保障开始”的活动中去，积极在当地宣
传保险理念。

此外，信泰保险江苏分公司还动员内外勤员工踊跃
参加中保协开展的“爱，从一份保障开始”的短视频拍摄
活动，围绕业务知识、保险保障等主题，拍摄多条短视
频，分享至微视、抖音等媒体平台，传播保险知识和理
念，推广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主题。

信泰保险秉承“诚信、责任、创新、分享”的价值观，
以“信守金融报国，致力民安国泰”为使命，奉行“一朝
结缘，一生守信”的品牌主张，持续为客户提供“专业、
高效、贴心、便捷”的服务。每年以保险公众日作为宣
传契机，信泰保险都会走进公众，传递保险理念，展示
保险业担当，树立保险业践行社会责任、服务民生的良
好形象。 丁翠梅

信泰保险江苏分公司

：

全员力行传递

﹃
爱国爱家

从一份保障开始

﹄

在第七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期间，中国人寿江苏省内各级机构从6
月开始，陆续以不同形式的主题活动
展现了保险业、保险人的“新形象”，精
彩纷呈，在 7 月 8 日当天，更是将活动
推向了高潮。

7 月 8 日上午，江苏省保险行业
协会在玄武湖举办“7·8 保险扶贫公
益健走”活动，中国人寿集团在苏寿
险、财险、养老险三家省级分公司组
成 50 人方阵参与现场活动，中国人
寿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王者元、财
险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许升云、养
老险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童贞平
带领国寿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
响亮的口号向广大市民展示着保险
人的风采。

7 月 6 日—8 日，全省 13 家市分
公司均自行组织或积极参加了当地
行业协会的扶贫公益健走活动，并完
成现场捐步，为扶贫事业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扬州市分公司总经理黄广银、徐

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戴敏在活动现场
接受了专访，结合建司70周年，讲述真
实保险案例，阐释了保险功用与意
义。宿迁市分公司员工代表领读宿迁
保险行业诚信誓词。

6—7 月，全省各级机构持续开展
保险“五进入”活动，通过进学校、进
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组织
企业开放日、专题报告会、设立咨询
服务展台、组织公益性社会服务等形
式，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普及保
险知识，宣传保险功能作用，加深公
众对保险的了解。

中国人寿江苏省分公司通过多种
方式，积极参与“7·8 全国保险公众宣
传日”活动，为保险业与公众沟通交流
搭建了平台和桥梁，宣传弘扬保险行
业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同时，普及保险
知识和理念。

中国人寿江苏分公司:

爱国爱家 与您一起守护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