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行济源分行召开“青春担使命、奋斗铸芳华”青年成长沟通会暨青年智库启动仪式，青年员
工代表从员工成长、业务发展、手机银行等方面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和心得体会。期间，青年员工进行诗
朗诵、歌曲和魔术表演，充分展现青年员工的活力。会后，进行青年智库启动仪式。 （石换换）

焦作市实验中学三位老
师因病住院,中行焦作广场
支行雪中送炭，及时给她们
送来中国银行“爱教关爱计
划”补助金，当工作人员把一
个个“爱心红包”送到老师们
的手中时，老师们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石为人 杨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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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讯本期关注

□本报记者 魏黄河

11月 19日，浙商保险郑州中支召开
以“为爱播种，携手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为主题的特别晨会，动员全体员工向“中
国保险行业7.8扶贫公益基金”捐款，拉开
了浙商保险河南分公司开展“中国保险行
业7.8扶贫公益基金”捐款活动帷幕。

点滴汇聚，爱心汪洋。从进驻河南
以来，浙商保险河南分公司就持续强化
责任担当，助力河南打好脱贫攻坚战，尽
力履行国有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建设前哨 示范引领

2017年1月，浙商保险河南分公司成
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开封杞县支
公司设立分公司扶贫工作服务站，在板木
乡张官村开展定点、定向、定户扶贫工作。

每个传统节日来临前，省公司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都会精心组织“送温暖”活

动，一方面向特困家庭送上慰问品和慰
问金，扶危济困，雪中送炭。另一方面认
真摸排、查找致穷根源，详细了解脱贫需
求，坚持扶贫与扶志并重，积极提供深层
次帮助。

在省公司率先垂范下，各机构将助
力脱贫攻坚与经营管理同部署同落实，
同时聚焦特困户、中小学留守儿童、养老
院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主动进行帮
扶。其中信阳中支先后开展的向平桥区
彭家湾董岗党校捐赠学习用品、慰问福
利院孤残儿童活动；焦作中支开展的“冬
日送暖——走进敬老院”等活动，成效明
显，社会反响热烈。

巩固阵地 发挥优势

2018年以来，浙商保险河南分公司
着力扶贫机制创新，着力扶贫力量的加
强，进一步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6月5日，省公司与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

道就保险扶贫座谈，共同推进精准扶贫
工作达成合作意向。8月1日，省公司与
河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建联合扶贫
工作组，以点扩面推动扶贫工作。

2018年 1月上旬，浙商保险河南分
公司向杞县板木乡张官小学捐赠价值
3.6万元的乒乓球桌、遮阳篷，并购置学
习书籍和学习用品。9月3日，公司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与尉氏县邢庄乡屈楼
村驻村第一书记一起看望慰问艾滋病人
员，并为村里捐助 2万元善款。双节期
间，启动“全省扶贫统一行动”，组织新
乡、开封、平顶山、漯河等八家中支对本
地区深度贫困村困难群众进行走访，送
去公司的关怀和温暖。其中浙商保险漯
河中支为当地 91名贫困学生爱心捐赠
学平险，受到广泛的社会赞誉。

扛牢责任 继往开来

“中国保险行业 7.8扶贫公益基金”

捐款活动启动以来，浙商保险河南分公
司第一时间宣传动员、安排落实。

召开专题会议宣导中保协《关于启
动“中国保险行业 7.8扶贫公益基金”捐
款活动的通知》和总公司实施方案及分
公司工作要求。在一曲情深意长的“爱
的奉献”中，班子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及
各渠道销售经理心手相牵，率先拿起手
机扫描总公司在扶贫基金微信公众号内
设置的“团队一起捐”二维码，自愿捐款，
奉献爱心。

活动期间，采取编发微信、印制海
报、集中宣讲等多种方式，反复宣传活
动主题，参与方式和活动形式，全省系
统“上下一盘棋”，积极主动抓落实，凝
聚了人人参与扶贫济困的良好氛围，汇
聚了广大干部员工为扶贫事业贡献力
量的统一行动。当前，活动正在向纵深
推进，爱心也正在扶贫基金上迅速积
累。

2018年 10月的一天，在外工作的谢先生因意外导
致胳膊受伤，腰部和大腿扭伤，被同事送往当地医院就
诊。

身边无人照顾的谢先生迫切想回老家休养，但是如何
回去却成了难题。危急时刻谢先生想到了曾经购买的中英
人寿保险中为客户赠送的SOS紧急救援服务，在代理人的
协助下，谢先生忐忑的拨通了国际SOS援助中心的电话。
在电话中，专业医生不仅详细了解病情给出了专业的指导
意见，而且针对客户诉求立即安排了由杭州飞往郑州的航
班。考虑到客户的身体状况，SOS救援组织安排了商务舱
为谢先生提供转运服务。当客户刚刚被送到家中，电话声
适时想起，原来是SOS的工作人员询问客户是否已安全到
家，顺利到家的谢先生及其家人被SOS细致入微的服务感
动得热泪盈眶，无以言表。 （莫亦平）

近日，鼎和保险河南分公司凭借良好的市场口碑和
专业的电力承保经验，成功中标淅川县光伏扶贫电站财
产保险项目，这是继2017年首次中标后河南分公司的第
二次中标。鼎和保险将在去年的基础上扩展地震及公
众责任险保障，继续为淅川县 104个贫困村的光伏电站
提供三年保险保障，总保额逾5亿元。

据了解，光伏发电产业扶贫工程是扶贫工作的新途
径，对于促进当地人民群众增收就业，具有明显的产业带
动和社会效益。鼎和保险在2017年成功承保该项目后，
切实发挥了电力专家的专业优势，协助客户做好光伏电站
风险管理工作。在今年5月份的局部龙卷风案件中，鼎和
保险积极协助淅川县扶贫办开展灾后自救工作，并在5个
工作日内将所有赔款支付至指定账户，为当地扶贫工作的
推动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风险保障，获得了淅川县人民政
府、县扶贫办以及群众的一致好评。 （邱勇峰 史雯霏）

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惠农业务获多种奖项
近日，在中原银行总行召开的

惠农业务会上，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因业绩突出，荣获“惠农业务先进分
行”；西峡、新野和淅川支行荣获“惠
农业务优秀县域支行”；5家惠农
服务点分别获得“惠农业务突出贡
献奖”和“惠农业务卓越贡献奖”。

今年以来，中原银行南阳分行
在对惠农业务调研的基础上，制定
惠农业务发展目标。同时，紧盯重

点项目拆迁、代发，利用大额存单、
惠农宝等重点产品强力营销，不断
拓宽惠农业务发展渠道。在上述基
础上，采取让支行领业绩、定目标、
超奖励、定机制、分组PK等措施，充
分挖掘支行、惠农客户经理、惠农服
务点经理营销潜能。截至10月底，
南阳分行惠农存款余额、增量，及

“双百”惠农服务点个数、新增数均
居各分行首位。 （潘毅 中祥）

农银人寿河南分公司

夯实反洗钱工作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金融形势，农银人寿河南
分公司全面贯彻落实“风险为本”监管要求，认真履行反
洗钱法定义务，持续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有效预防了洗
钱风险的发生。

构建职能完整、运行有序、风控有效的工作机制，确
保反洗钱工作形成合力、运作规范、机制顺畅、务实高
效。强化教育培训，夯实工作基础。通过集中培训、专题
讨论、在线测试、现场考试、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及时向
辖属干部员工传达反洗钱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内控要
求，有效提高了管理干部及反洗钱岗位人员的法律意识、
合规意识和识别洗钱风险的能力。

在客户身份识别时，该公司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
制度，按照反洗钱客户风险分类标准及时对客户进行风
险等级划分。在实际工作中重点加强对可疑交易的分
析、判断与审核，从源头上防范了经营风险。 （郑杰）

11 月 20 日，招商银行企业
APP郑州分行专区发布会在郑州
召开。招商银行负责人和河南省
内 150 余家知名企事业单位代表
出席了本次会议，共同见证了招商
银行企业 APP 郑州分行专区的

“首秀”。
招商银行从未停止过企业移动

金融领域的探索和实践。10年前，
招商银行就推出了“企业手机银行”；
2015年又创新推出了移动支票，开
启了对公移动支付的探索。现在，
招商银行利用FinTech，实现了与

企业网银的完全解耦，支持移动支
付、移动缴费、移动银企对账等功能。

发布会上，招商银行总行交易
银行部产品专家王莹介绍，招商银
行企业 APP通过引入生物特征密
码、分离式密钥、大数据应用等新兴
技术，实现了客户服务的智能化升
级，引入合法电子签约、加强大数据
应用基础建设。招商银行企业APP
郑州分行专区涵盖多种特色服务；
还有企业“移动缴费”，目前已支持
全国非税缴费以及郑州地区电费缴
费。 （段家良）

招行郑州分行

企业APP专区首秀

今年以来，中行许昌分行坚持
党建引领，深化“三个融入”，有效推
进该行党建工作和业务发展再上新
台阶。

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与业务发
展关键指标提升、重点业务增长、员
工工作相结合。干部员工队伍是经
营管理的核心和关键。该行以做好
员工工作为抓手，注重夯实基层基
础、从严管理干部员工队伍，让员工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归属感。

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党内监督
与KPI结果提升、重点业务完成情
况、内控案防工作、执行力建设相结
合。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党内监督
是党建高质量发展的保障，KPI结果
提升、重点业务完成情况、内控案防
工作、执行力建设是评价一个单位
党建工作的重要手段。 （陈彦飞）

中行许昌分行

党建引领业务上台阶

中英人寿河南分公司

贴心服务受各界称赞

鼎和保险河南分公司

为光伏扶贫保驾护航

浙商保险河南分公司

持续助力河南脱贫攻坚

崔红云，开封杞县人，今年 40岁。10月 18
日，她到娘家帮忙收大蒜，在回家的路上，突然
听到一个孩子的呼救声。崔红云循声跑去，见
到一名六七岁的孩子正在惊慌失措地大喊。孩
子哭着说，他的小伙伴掉进水里了……听到这
儿，崔红云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水塘，朝那名落水
的孩子游去。不幸的是，由于水塘水深达 5米
多，崔红云和落水儿童双双遇难。当地村委和
辖属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也证实崔红云因救
落水儿童不幸意外身亡。

“红云走了？”听到崔红云的事迹，同事们的
眼圈都红了。崔红云是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杞县支公司的一名营销员，虽然相
处时间不长，大家却都被她的热情和笑脸感染，
对她入司培训时学习行业文化时的那股认真劲
头记忆犹新。“她平时非常关心同事，还特别爱

帮助人，跳水救人是她做事的风格，可这么好的
人，怎么就……”说起这些，同事小王忍不住掉
泪。

崔红云舍身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传到公司
后，支公司立即安排前往吊唁慰问。因公司为正
式职级以上的业务员投保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公
司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协助其家属开具相关证明材
料，开辟绿色理赔通道，于手续齐全的当天将4万
元的理赔款送到崔红云的丈夫张先生手上，为崔
女士家属及3个年幼的子女送来一份保障，帮助
他们走向希望。接过理赔款的那一刻，张先生失
声痛哭，哭声里，有心酸，有感动。

崔红云大爱无疆，见义勇为，用生命诠释了
保险人的责任与担当，诠释了保险行业是传递
爱心和责任的行业，践行了爱的承诺。

（张平丽 高冲）

她用生命践行爱的承诺

中行商丘分行

组织主题团日活动
11 月 20日，中行商丘分行组

织召开“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主
题团日系列活动。

活动中各团支部书记围绕“新
战略传导、价值观宣导、青年成长、
机制平台建设、青年思想状况以及
共青团工作”六个板块交流发言，并
就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大家立足本职，畅谈自己的工

作感想，并为全行经营管理、业务发
展、操作流程积极献言献策。会上，
中行商丘分行党委书记朱瑞明认真
聆听了每一位青年员工的心声，对
大家提到的困惑与问题进行一一解
答，同时将进一步加强青年人才培
养，逐步成长为支撑中行商丘分行
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张强 韩鑫）

近日，中行洛阳分行组织开展
了“严管理、转作风、打造合规担当
有为的员工干部队伍”主题演讲比
赛。

参赛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围
绕“四种精神”传承、“风控50条”落

实、“党风廉政”贯彻、“两个创建”推
进、“内控合规”建设及“文优服务”
等主题谈体会、谈建议、谈举措，集
中展现了该行广大党员“做合格党
员、当时代先锋”的良好精神风貌。

（郭列军）

中行洛阳分行

开展主题演讲比赛

保险速递

车险投保人实名缴费是指投保
人购买车险时，财产保险公司、保险
中介机构应核对缴费账户信息的真
实性，确保缴费账户信息与投保人一
致。目前，实名验证系统已覆盖银行
卡、微信、支付宝等主流支付方式。

消费者为个人名下的私家车
投保时，可以使用银行卡、微信支
付宝扫码、现金等方式缴纳保费，
使用银行卡及第三方支付的，应确
保使用本人账户。确需使用现金
缴费的消费者，保险公司和保险中

介机构不得拒绝，但应积极引导保
险消费者到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
机构营业场所办理，并对销售过程
录音录像。企事业单位为单位车
辆投保的，应使用企业账户转账或
银行票据方式缴纳保费。

消费者为他人名下车辆投保
车险时，需要提供与他人的直系亲
属关系证明，不能提供或不愿提供
证明的，需要到财产保险公司、保
险中介机构营业场所进行销售过
程录音录像。

买车险 要实名缴费了

[2018]第 21、28、51、54、71号

经河南保险监督管理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河南保险监督管理局

关于颁（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
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
中段北侧鹰城铭座独幢107铺、108铺

机构编码：000135410400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4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马建功 联系电话：0375-6170666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焦作市山阳区塔南路丰收社区

2022号、2024号上下两层门面房
机构编码：000135410800
成立日期：2013年 10月 21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李晓磊 联系电话：0391-3751666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水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南洛高速路

北侧周商大道东1号楼11层 1102
机构编码：000163411623
成立日期：2018年 10月 25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以及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总公司批准的其他保
险业务。

负责人：李海伟 联系电话：13513711127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260号综

合办公楼7层3-4号
机构编码：0001634110300
成立日期：2018年 10月 24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以及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总公司批准的其他保
险业务。

负责人：刘希磊 联系电话：0379-65987023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
机 构 地 址 ：安 阳 市 解 放 大 道 7 号 2 号 楼

117-124号、3号楼302-314号
机构编码：0001634110500
成立日期：2018年 10月 25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以及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总公司批准的其他保
险业务。

负责人：乔志磊
联系电话：0372-2955359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南阳市仲景路 657号南城国际酒

店1号楼1509号
机构编码：0001634111300
成立日期：2018年 10月 26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以及经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总公司批准的其他保
险业务。

负责人：耿超 联系电话：0377-63595535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玉溪路 939 号焦作科技总部新城 25 号楼一层
915、919室，二层201、204、205、206、207室

机构编码：000092410800
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29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以及经中国保监会和公司批准的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

负责人：董兴兵 联系电话：0391-3278311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郑州荥阳
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广武路北段
东侧鑫苑小区3号楼1单元5层501房

机构编码：000102410182001
成立日期：2008年 9月 22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咨询和投诉。

负责人：申青峰 联系电话：0371-85095652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项城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湖滨路西、祥

盛路东万达时代广场第7幢102号铺
机构编码：000102411681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17日
业务范围：经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赵兰梅 联系电话：0394-4319168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沙南工业集

聚区育才小区商住楼178号
机构编码：000102411624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17日
业务范围：经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谢亚丽 联系电话：0394-510136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舞钢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舞钢市寺坡湖滨大道秀甲

财富广场6号楼2楼
225B、207B、208、209号

机构编码：000102410481
成立日期：2010年 6月 13日

业务范围：经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吴红 联系电话：0375-6109977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区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1号

院3幢14层 1406号房
机构编码：000164410105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28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负责人：杨森满 联系电话：0371-55389738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区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

219号鑫泰大厦9层905号
机构编码：000164410104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28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负责人：杨森满 联系电话：0371-55389738

东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新密市溱水路东段北侧正

升阳光城第一期5#楼 6号至7号一、二层
机构编码：000164410183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29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负责人：靳晓锋 联系电话：0371-553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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