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频共振新中国 聚心接力创辉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人保财险）的前
身是 1949年 10月 20日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国内历
史悠久、业务规模大、综合实力强的大型国有财产保险公司，
保费规模居全球财险市场前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分公司是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三级分支机构，作为黔南最早
设立的保险主体，见证黔南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的飞
跃，引领着保险业的新发展。自 1980年 10月 16日正式恢复
国内保险业务以来，公司从业人员由最初的 5人发展到今天
的 1000 余人，公司保费收入自 1980 年的 5.3 万元，上升至
2020年的72089万元。保险机构和代理网点已遍布全州各县
（市）及乡（镇）村（社区），保险业务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人民
生活的各个领域。

2016年-2020年，累计赔款支出159744.9万元；贡献地方
税款34592万元，其中代扣代缴车船税16700万元，为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秉承着“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的使命，为黔南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为百姓幸
福生活排忧解难。得到了黔南州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获得 2013-2015 年度黔南州人民政府颁发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一等奖”。

服务人民勇担当 为国分忧显作为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扶贫活动，通过
保险服务、爱心捐赠和赞助活动，倾心支持教育、体育和文化
事业发展，体现中国人保社会担当，荣获 2017年度人保财险
贵州省分公司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三等奖。

——撑牢人保温度“爱心伞”
2017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按照州委统一安排在罗甸

县罗悃镇响水村派驻了第一书记，在“挂、包、帮”活动中一对
一帮扶了69户2555人，帮扶金额共计10.23万元，筑牢“致贫
返贫”防线。

2018年，贵州省财政厅与人保财险贵州省分公司联合发
起“省财政厅-人保财险三都贫困学生助学金”项目。2018-
2020年，公司向三都水族自治县 185名建档立卡户高中（含
职中）阶段优秀学生共捐赠助学金 60万元。公司以三都“一
对一”结对帮扶工作为切入点，派驻扶贫干部深入一线，在地
方政府的领导、上级公司的指导下，紧密结合三都产业布局
和贫困实际，充分发挥公司优势，以“保险风险保障为基础、
推动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工作思路，持续帮助水乡人民筑牢

“因灾、因意外、因病、因学”致贫返贫防线，为三都打赢脱贫
攻坚战、与全国全省全州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
的风险保障和财力支撑，派驻扶贫干部并于 2020年 7月，荣
获贵州省委授予“全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20年是全面取得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年，人保财险黔
南分公司以防贫责任保险引导保险资源向贫困地区困难群
众倾斜，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解决因病、因学、因
灾等五大因素致贫返贫难题。同年在都匀、罗甸、荔波、三都
等县市区支付赔款 148.89万元，惠及农户 1459户，为群众安
心生活提供了资金保障。

2016年-2020年，为中央政策性农险承保区域内 8个县
（市）的贫困人口护林员捐赠保险费 133.36万元的护林员保
险，共提供风险保障 2966176 万元，支付护林员意外赔款
102.11万元；为贵定洛北河、三都水族自治县板料村等帮扶
村筹集资金 70万元，用于帮扶村修建篮球场、修建垃圾池等
项目；为独山、长顺特岗教师意外保险捐赠等公益性捐赠资
金累计127.38万元。

——护航实体经济“走出去”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积极探索民营和小微企业信用保

证保险、履约保证保险等业务发展，大力推广普惠金融扶贫，
启动支农融资业务，帮助贫困农户就地发展生产增收。2017
年 10月，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与三都自治县政府签署《保险
助推脱贫攻坚战略框架协议》并向贵州永兴农业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授信 280万元支农融资额度；同年 11月，向贵州绿宝
石丝绸有限公司授信支农融资 280万元。2018年与贵州永
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贵州黔红食品有限公司、贵州高
原乳业有限公司签订支农融资贷款协议并分别提供支农融
资100万元。

社会责任放首位 国家战略听召唤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始终牢固树立“做有温度的人民保
险”服务理念，坚持关注民生、保障民生，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全面升级客户体验，有效发挥保险保障各项职能，积
极保障广大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方面敢担当，在完善防灾减灾体系中挑重担，有效地
提升了社会保障水平和保险服务能力。

——系紧交通出行“安全带”
1998年，人保财险启动了“机动车辆险创名优工程”，

2002年在国内保险业首家推出全国统一服务专线电话——
95518。20年来相继推出“金牌服务工程”“理赔无忧——
车险快捷”“掌上人保”系统、“双免服务”“万元快赔升级
活动”等理赔服务。2020 年正式启动“全程托付”服务，
以微信、中国人保APP为媒介，通过线上化服务为客户提
供理赔服务专员协助完成理赔处理的全流程理赔服务，达
到全面提升客户服务的目的。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始终强化与公安交警部门的全面
“警保合作”，通过警保双方系统、流程连接，实现交通事
故快处快赔、车驾管业务等交通管理和保险服务的一站式
办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更加快捷、高
效、安全的出行服务，目前在全州已建立代办车驾管业务
网点16个。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作为《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保险业唯一受托管理人，有效提高道路事故纠
纷解决效率，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及时得到社会
救助，维护社会稳定。自2017年承办以来，截至2020年12
月，共计为全州垫付基金533笔，垫付金额1696.55万元。

——筑牢灾害事故“救助墙”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充分发挥保险作为灾害“韧性管

理” 重要社会制度安排的作用。增强事故灾后重建“复原
力”。

2017 年 5 月，一客运中巴车行驶过程中失控发生侧
翻，造成 4 人死亡、15 人不同程度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荔波支公司用时不到10小时预付保险赔款100万元。

2018年 7月，湖北隆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泉市分公
司瓮安磷矿发生意外，造成3人死亡，2人重伤的事故，公
司立即启动“绿色理赔通道”，迅速将 265万元的赔款资金
支付到位。

2019年 7月，瓮安县兴成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煤矿三采

区风平巷掘进作业时，发生冒顶事故导致2人死亡事故，瓮
安支公司快速赔付200万元。

2020年 4月，平塘县、独山县、长顺县等地受到冰雹
灾害，导致车辆、农房等财产不同程度受损，分公司立即
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公司共计赔付454.62万元。

2020年 6月，惠水县平寨水库工程遭遇暴雨引发坝前
基坑、坝顶建筑、坝后施工便道等不同程度受损，公司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查勘定损，公司共计赔付112万元。

2016年-2020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共承保黔南州
政策性农房灾害保险1019万户，共支付赔款2503万元。

自2016年以来，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为全州33家二级
以上医院、217家一级及乡镇卫生院、279所村卫生室、69
家民营医院提供医责险保障服务，有效缓解了医患矛盾，
为“平安黔南”奠定了基础。2016年-2020年，全州共处
理医责险赔案513件,累计支付赔款4175.84万余元。

自 2017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承办黔南州城镇职工高
额医疗保险项目以来，截至 2020 年 12 月共补偿 2.13 万人
次，累计补偿金额2.02亿元。

——织密农业保险“保障网”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农业保险自 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

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从最初的 1个能繁母猪保险中央
政策性品种到 2020年已开办 10个中央政策性险种，地方特
色农业险种 20个，为投保农户提供的损失赔偿由 2007年的
48.52 万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5023.83 万元，其中 2016-2019
年 分 别 赔 付 1958.25 万 元 、1921.09 万 元 、4941.32 万 元 、
10127.39万元。在2016至2019年度农险工作考评中，连续四
年蝉联全州第一名。

2016年6月，长顺苹果授粉树大面积落叶和果园连续遭
受蝇虫等病虫害袭击，导致全县苹果种植损失严重，公司支
付赔款41万余元。2017年2月，独山县国有林场发生火灾导
致林木损失，公司支付赔款 89万元。2017年 8月，惠水县水
稻遭受暴雨灾害，公司支付赔款319.83万元。2018年3月，罗

甸县龙坪镇罗化村农业合作社种植的蔬菜遭遇冰雹灾害，公
司支付赔款75万元。2018年5月，长顺富之源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由于生猪出栏价格持续走低发生亏损，公司支付赔款
78.50万元。2018年6月，惠水县山河顺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植的香菇因暴雨受损严重，公司支付赔款33.6万元。

2017年以来，公司承保的中央政策性险种创办“黔惠保”
产品，精准减免 23.90万户贫困户的自缴保费 1165.66万元，
让精准贫困户在零负担的情况下享受到国家的惠农政策。

2019年以来，为加强对中央政策性能繁母猪养殖、育肥
猪养殖保险等赔案的技术支持力度，力争赔款及时足额实付
到位，累计赔款 7308.56万元，帮助养殖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及时帮助受灾养殖户恢复生产。

——护航复工复产“活起来”
2020年，面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实际

困难，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充分发挥国企担当，聚焦“六稳”
“六保”，通过开发专属保障产品、扩大新冠肺炎疫情保险责
任、免费延长保险期限等惠企举措，加大对企业复工复产、经
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自2020年2月10日起，分公司先后
四次向援鄂医疗队共89名医护人员捐赠新冠肺炎疾病保险，
累计提供风险保障4628万元；为黔南辖区参与疫情防控人员
和医护人员提供法定传染病保险保障120亿元，服务人群1.2
万人次；免费向购买了驾乘人员保险的客户赠送每人10万元
的新冠肺炎保险责任；免费将新冠肺炎保障纳入了学生、幼
儿保险的附加险，从而减轻学生家长经济负担，让全州学生、
幼儿得到了全面的保险保障；免费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工
程、交通运输和旅游企业延长保险期限，减轻疫情期间企业
经营负担；通过线上服务实现投保、理赔、咨询、查询服务，为
客户提供零接触、高效、便捷的承保理赔客服全流程线上服
务，努力发挥保险服务疫情防控作用。

党建引领新发展 阔步迈向新征程

作为国有大型金融保险集团，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
真贯彻上级公司纪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狠抓

“两个责任”不放松，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努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相结合，持续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不断强化党支部的主体作
用，重点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把反对“四风”与领导廉洁
自律要求相结合，坚持作风引领，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多措并举抓实党史学习教育各个环节，全力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为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筑牢
坚实基础，提供强劲动力。

——不断丰富党建活动方式
2020年7月，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机关党支部联合州医

疗保障局与三都县都江镇来术村党支部开展“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党 99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并现场捐赠 30000元用于来
术村灾后重建，助力脱贫攻坚；2020年期间，陆续开展“创先
争优迎七一·我为党旗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观看爱国教育
电影《八佰》活动；2021年，公司积极组织系统员工参观红色
基地、邀请黔南州委党校相关教授授课、开展党史竞赛活动
等多形式开展“建党 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并为 2名党龄
50 年及以上的老党员代表颁发佩戴“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积极参与黔南州金融系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党史知识竞赛、“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
年”演讲比赛活动；辖内都匀、福泉两家支公司党支部积极响
应当地政府号召，丰富了党建活动形式，为定点贫困村修建
道路、助推产业脱贫，助力精准扶贫，以实际行动践初心。

——着力强化政治担当
公司扎实开展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通过党委巡

察、专项巡察问题整改全覆盖检查和随机抽查等方式扎实开
展全方位、多轮次监督检查。组织全州理赔人员签订《理赔
廉洁承诺书》并进行廉洁宣誓，到黔南州警示教育基地开展
廉洁从业警示教育活动，引导理赔人员牢筑拒腐防变的思想
底线，进一步提升政治素质，为打造理赔铁军奠定坚实基
础。督促理赔队伍以身作则，在强调理赔队伍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更要做到廉洁自律。

七十二年，风雨同舟，人保与新中国同生共长；七十二
载，携手共度，人保与人民相濡以沫；面向新时代，人保财险
黔南分公司将贯彻落实“卓越保险战略”，坚持为党工作、为
国经营、为民保险，致力于为黔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有温度”保险服务，将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扎根在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中。
做有温度的人民保险，献礼新中国成立7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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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宣告声中，中国人民保险应运而
生。72年来，中国人民保险与新中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把服务人民信念深深扎根在新中国的土壤上。

跨越的瞬间，定格成永恒的记忆；奋进的足迹，丈量出辉煌的航程。当我们带着红色信仰回望过去，怀揣卓越理想拥抱未
来，“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忠诚之魂依然鲜亮如初，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旗帜与五星红旗一同继续飘扬在新中国的上空，勇立
激荡潮头，共创历史新篇。

20212021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开展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开展““迎国庆迎国庆··庆司庆庆司庆””集体庆生活集体庆生活
动动

20212021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为受灾农户送上救援物资
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为受灾农户送上救援物资

2021年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

2021 年 6 月，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参观红色基地开展
“追忆光辉党史 牢记初心使命”活动。

砥砺深耕七十二载砥砺深耕七十二载砥砺深耕七十二载 人保与祖国共奋进人保与祖国共奋进人保与祖国共奋进
——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庆新中国成立72年成就巡礼

文/图 史先达 饶武臣 左杨玲 本报记者 张艳红

20212021年年66月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查勘因暴雨灾害受损农房
月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查勘因暴雨灾害受损农房20212021年年77月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划船奔向群众

月人保财险黔南分公司划船奔向群众、、迅速开展迅速开展

农房受灾查勘工作农房受灾查勘工作
20202020年向塘山村贫困学子捐赠爱心

年向塘山村贫困学子捐赠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