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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 4、26、28、37、42、45、47、50、52、54、83号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心支公司
南郊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开封市祥符区仇楼镇新农村益民
社区第五大街5-7号楼707、708号
机构编码：000022410203001
成立日期：2004年 6月 28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外币的各种企业财产
损失保险及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
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
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除外）；短期健康
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总公司授权的
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负责人：张文军 联系电话：0371-2221300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登封支公司
机构地址：登封市城关东关狮峰街九巷 1号
一层由南数第1-3间
机构编码：000022410185
成立日期：2007年 9月 24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外币的各种企业财产
损失保险及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
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
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除外）；短期健康
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总公司授权的
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负责人：刘少争 联系电话：0371-60166999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商丘市睢阳区长江路北侧九州路
东侧帝和·江北名苑2号楼101-104铺
机构编码：000022411400
成立日期：2005年 9月 27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外币的各种企业财产
损失保险及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
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
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除外）；短期健康
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总公司授权的
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负责人：韦纯才 联系电话：0370-2697388

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中）402号
D座6层601号、602号、622号、623号、624号
机构编码：000101410700
成立日期：2017年 3月 29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以及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负责人：王彦磊 联系电话：0373-5807229

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街支公司
机构地址：郑州市上街区新安东路 166号院
18幢M103、M203号
机构编码：000101410106
成立日期：2017年 6月 29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以及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负责人：史村 联系电话：0371-61116165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与金华路交
叉口德宝城墅4号楼商铺
机构编码：000163410100
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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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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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 联系电话：0371-8596909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辉县支公
司峪河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新乡市辉县市峪河镇四街村北环
路东段路南周延中临街房
机构编码：000015410782001
成立日期：2002年 9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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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保险公司
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
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
勘理赔。
负责人：王宪菊 联系电话：0373-626634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
支公司解放区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焦作市解放区果园路157号第四层
机构编码：000015410802001
成立日期：2002年 6月 28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牛莉娟 联系电话：0391-638799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康支公司
机构地址：太康县城关回族镇赵庄行政村西陈村
机构编码：000015411627
成立日期：2008年 8月 21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樊秋艳 联系电话：0394-877719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城支公司
机构地址：商丘市永城市沱河北文化路东神
火城市雅苑第32座 1号铺、2号铺1-2层
机构编码：000015411481
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11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盛楠 联系电话：0370-696765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市山
城支公司
机构地址：鹤壁市山城区春雷路与奔流路交
叉口易丰时代广场四楼
机构编码：000015410603
成立日期：2011年 7月 22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
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
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
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
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
宜；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支
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经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刘广 联系电话：0392-229107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前支公司
机构地址：濮阳市台前县新城区台孙公路中
段路西侧县粮食购销公司楼
机构编码：000015410927
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24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王鑫 联系电话：0393-880095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睢县支公司
机构地址：商丘市睢县泰山路南侧豫府公园
5号1号楼1、2层
机构编码：000015411422
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24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马雪梅 联系电话：1359238598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禹州支公司
机构地址：许昌市禹州市禹王大道与药城路
交叉口伟业商务楼1单元13-15层
机构编码：000015411081
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11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王振华 联系电话：1394982153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阳支公司
机构地址：周口市淮阳县淮周路北侧郑集乡
李柿园境内周口汽车运输集团淮阳公司西边

办公楼一、二、三层
机构编码：000015411626
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24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雷宏磊 联系电话：1393808976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金
水支公司
机构地址：郑州市经三北路 32号 1号楼 1楼
104号，8楼、9楼、10楼、11楼、12楼整层
机构编码：000015410105
成立日期：2001年 12月 21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高云飞 联系电话：1590360269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
区支公司
机构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 80号 1号
楼2单元1807、1808、1809号
机构编码：000015410105803
成立日期：2019年 6月 3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刘琦 联系电话：1599393628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
原区支公司
机构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南、工人路西
裕华光合大厦19层 1901至 1906号
机构编码：000015410102
成立日期：2019年 6月 3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代川 联系电话：0371-8996819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花
城支公司
机构地址：洛阳市西工区纱厂1街坊美城1幢
110、202
机构编码：000015410303800
成立日期：2019年 6月 3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赵晓燕 联系电话：0379-6060250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偃师支公司
机构地址：洛阳市偃师市商都路与文化路交
叉口东南角的中成文博苑1号楼二层
机构编码：000015410381
成立日期：2011年 7月 22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卢腾飞 联系电话：0379-6060256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县支公司
机构地址：焦作市温县司马大街南段西侧春
城国际2#楼 03、06号商铺及三层四层
机构编码：000015410825
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11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张健 联系电话：0391-6387987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公司

封丘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新乡市封丘县幸福路南段路西1751号
机构编码：000052410727001
成立日期：2008年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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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负责人：张学山 联系电话：0373-8271300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许昌市东城区天宝路东段空港新城
第一国际 A 座 21层 2101号、2102号、2103
号、2104号、2105号、2106号、2112号
机构编码：000052411000
成立日期：2008年 11月 19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谷永锋 联系电话：0374-2790099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偃师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偃师城关镇华夏路41号院粤海国
际1号楼2层02户（东南部分）
机构编码：000052410381001
成立日期：2005年 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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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单的单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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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杰 联系电话：0379-60108432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孟津支公司
机构地址：孟津县城建设南路路西会盟路西
段北侧第6幢9层
机构编码：000095410322
成立日期：2011年 12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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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楚宝军 联系电话：0379-62202288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
支公司
机构地址：驻马店市高新区文明大道与通达
路交叉口东南侧翡翠城31号楼
机构编码：000085411700
成立日期：2010年 9月 21日
业务范围：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
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
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健康保
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中国人
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暴秋英 联系电话：0396-2617116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洛阳市体育场路13号院1幢3层
机构编码：000091410300
成立日期：2009年 1月 21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负责人：陈曦 联系电话：0379-65528272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安阳市清风街中段179号院第5层
机构编码：000091410500
成立日期：2016年 10月 21日
业务范围：同上
负责人：张磊 联系电话：0372-5088960

国华人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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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号嘉隆
国际商务中心 2 号楼 11 楼 01、02、03、04、
05、06、23、24号
机构编码：000102410800
成立日期：2010年 5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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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贵宾 联系电话：0391-368661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驻马店市驿城区交通路 999号民
生证券大楼三层
机构编码：000102411700
成立日期：2011年 12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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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敬波 联系电话：0396-333020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郑州
登封营销服务部
机构地址：郑州登封市少室路690、696号2楼
机构编码：00010241018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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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民 联系电话：0371-6016066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
机构地址：周口市川汇区黄河路中段联通公
司综合办公楼6楼
机构编码：000102411600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5日
业务范围：由国华人寿河南分公司授权决定。
负责人：谢亚丽 联系电话：0394-8236607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分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
CBD商务外环13号 26楼 2601-2607号
机构编码：000077410000
成立日期：2018年 12月 24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业务及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法定保险
业务除外）。
负责人：李建昌 联系电话：0371-55998759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
机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
河路 11 号豫粮大厦 11 层，12 层
1207-1216号
机构编码：000048410000
成立日期：2007年 6月 5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
负责人：屠佳
联系电话：13837185927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
于精细。城市建设既要注重“面子”，更
要注重“里子”，只有拥有一流的“里子”
才能打造一流的“面子”。自郑州市“路
长制”工作开展以来，前程办事处在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确
领导下，聚焦职责使命，细化责任分工，
积极主动作为，扎实开展城市环境综合
治理提升工作，进一步提升辖区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使市容市貌有了明显改
善，也让辖区群众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2019 年 7月上旬，在郑州经开区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第一、二次观摩点评活
动中，前程办事处以扎实的工作作风、突
出的工作实效获得市、区主要领导一致
认可；7月 14日，在全市深入推进“路长
制”市容市貌大提升活动五、六月份讲评
会上，前程办事处又喜迎“红旗街道办事
处”荣誉称号。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市、区领导的科学决策和倾心关怀，也离
不开区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广泛指
导，更离不开办事处全体党员干部的辛
勤付出和大力奉献。

在全市 10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中，
前程办事处之所以能先人一步、快人一
拍，率先打造成为“红旗街道办事处”的
一员，总结起来，主要得益于坚持了“五
个及时”的工作原则：

一是及时组织，确保安排部署到
位。自“路长制”工作开展伊始，前程办
事处就立即成立“路长制”工作领导小
组，由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主任担任一
级路长（1人），由各班子成员担任二级路
长（15人），由各站所负责人担任三级路
长（48人）。在工作方法上，坚持合理分
工，坚持重心下移，大力倡导“多到现场，
少到会场”，并要求办事处各级路长严格
按照“巡查、反馈、协调、处置、督察”五步
工作法，一般问题自行办结，复杂问题限
时办结，特殊问题上报办结，形成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路长”体系。

“抓城市管理的主战场不在办公室、
会议桌，而是在路上、在街头、在群众之
中。‘路长制’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检查，重
在周密部署，重在细致落实，要以绣花之
功经营城市，让城市的‘面子’‘里子’管

理更加精细化。”前程办事处党工委副书
记、主任陈伟如是说。

二是及时对接，确保责任分工到
位。“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句话
一直被前程人奉为圭臬。在深入推进“路
长制”工作、着力打造红旗办事处的征程
上，前程办事处从一把手到领导班子再到
各级具体责任人，都异常注重问题沟通、
信息共享。对于辖区各条路段，办事处坚
持一路一长，责任到人，建立多个“路长
制”工作微信群，切实加强各级路长及相
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联动，一旦发现
问题，能够立即上传图片与视频，相关责
任部门快速反应，主动认领，限时处置，并
及时反馈道路整治情况。

此外，办事处还尤为注重发挥市政
环保公司的作用，贯彻术业有专攻的策
略，发挥好专业公司、专门人才、专长技
术的领先优势，要求桑德环保发展公司
务必实现“三清”目标，即道路两旁绿化
带内及周边可视范围内的各类垃圾及时
清除，道路两旁违法小广告及时整治，道
路上乱堆乱放杂物和卫生死角及时清
理，确保道路及周边环境整洁、秩序井
然。

三是及时处理，确保行动落实到

位。天下之事，必作于细。一分部署，九
分落实！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离不开
全体党员干部的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在全面落实环境综合整治、深入推进“路
长制”工作上，办事处按照“先治脏后治
乱，先重点再全面”的工作布局，不断完
善治理计划，细化分解治理内容，规范建
立工作台账，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着力完
善执法人员配置，不断加快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强力推进门前“新四包”（包卫
生、包绿化、包立面、包秩序）工作机制。

就办事处层面而言，各责任站所围
绕职责分工、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细
办不断加强对沿街门店的管理约束，每
天至少开展一次上路巡查，人居办按上
级要求每周开展“全城清洁行动”“三捡
行动”，定时冲洗道路，保持道路及周边
环境整洁，环保所及综合执法办不断加
大对辖区交通要道、工业企业、在建工
地、裸露黄土、散乱污企业的管控执法，
确保严格按照 8 个 100%的要求作业。
截止到目前，依托“路长制”和环境综合
整治有利时机，办事处共纠正、清理乱停
乱放机动车 5万余辆，清理各类小广告
6.5 万余处，治理突店、占道经营 2 万多
起，拆除违法广告门头3000多处。

四是及时加压，确保精品打造到
位。依托辖区现有资源和实际情况，办
事处主动与专业设计团队对接，着力打
造具有前程风格、体现前程特色的“红
旗”路段，同时抢抓时机，大力实施城市
绿化、亮化、美化、净化、文化等“五化”工
程，努力实现“一街一美景，一路一特
色”。截至目前，已建成党建一条街、好
人好事一条街、改革先锋一条街、国学文
化一条街、扫黑除恶一条街、中华文明典
故一条街、环境保护一条街、经典名句一
条街、计划生育一条街、消防安全一条街
等特色街区。辖区 48条路段中，已成功
打造24条“优秀”路段、2条“卓越”路段、
2条“极致”路段，下一步，办事处还将继
续提高标准，以绣花功夫、匠心精神，努
力追求极致，全力营造安全、整洁、文明、
有序的市容市貌，打造高品质城市环境
和城市功能，形成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
配的城乡形态风貌。

五是及时宣传，确保正面引导到
位。在全面落实环境综合整治、深入推
进“路长制”工作中，办事处注重调动群
众力量，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通过设
置高标准围挡，立体宣传标牌等方式，将

“路长制”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一步延
伸拓展，使群众真正知晓、亲身参与、踊
跃支持这项工作。此外，利用“群众回
迁”有利时机，与锦程花园、锦绣花园社
区物业联合，多次开展“路长制”“城市精
细化管理”宣传日活动，积极宣传引导群
众主动爱护街区、社区市容市貌，遵守城
市管理法律法规，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

“民族的大团结，你我的运动会”。9
月份，郑州将迎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届时来自天南海北
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齐聚中原，共襄这
场民族体育盛会。前程办事处将继续按
照“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总体要
求，以微功雕琢一街一巷，尽全功打造一
步一景，助推“路长制”和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更上层楼，全力营造“安全、整洁、文
明、有序”的宜居宜业魅力前程。

“颜值和气质齐抓，美丽共内涵一
色”。奋进新时代，前程更出彩。

（陈伟 孙鹏飞）

塑“里子”提“颜值”展红旗 迎盛会
——郑州经开区前程办事处荣获郑州市“红旗街道办事处”称号

颜值与气质齐升，郑州经开区前程办事处尽显魅力之姿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人们在家门口享诗意生活

深入推行“路长制”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区域更加整洁文明有序

前程办事处“扛回”郑州市“红旗街道办事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