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央企责任担当
助力脱贫攻坚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

年。中国人寿财险河南省分公司坚决

扛起央企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充分发

挥财产保险的功能与专业优势，全力助

推河南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国人寿财险河南省分公司制

订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公司 2020 年保险助推精

准脱贫工作方案》和《中国人寿财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河 南 省 分 公 司

2020 年保险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成

立分公司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指导、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为深入贯

彻落实 2020 年脱贫攻坚工作奠定基

础。

以“党建+扶贫”为中心，鼓励承担

定点扶贫工作任务的濮阳、南阳、商丘、

驻马店 4家中支公司积极与贫困地区

党支部实行结对共建，通过共同过组织

生活、共同上党课、共同完善党建各项

制度、共同进行党员教育、共同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等“五共同”，提高贫困地区

党支部整体水平。

为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作

用，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

器”，中国人寿财险河南省分公司在濮

阳县域开展的种植险、养殖险以及贫

困户家财险、意外险类项目，共为 4.4

万户贫困户提供了 17.6 亿元风险保

障；南阳公司承办了南召县 1.3万户贫

困户的种植、养殖、林木保险，并成为

系统内第一家开展产业扶贫保险项目

的单位，为贫困户提供风险保障 3998

万元；商丘永城支公司共支付因病、意

外伤害导致持续贫困和虽已脱贫但面

临 再 次 返 贫 威 胁 的 群 众 医 疗 费 用

148.88 万元，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睢县、柘城、民权、虞城等支公司

向贫困户提供公益岗位 2044个，累计

支付工资 599.18 万元。2018年以来，

驻马店公司累计吸纳贫困户人员就业

岗位 6409人次，累计发放贫困户人员

工资 677.43万元。

创新扶贫产品
助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摘帽

他们适时推出“保灾、保财、保病”

的“一揽子”扶贫保险产品方案，针对

贫困人口“因病返贫”的问题，适度推

行贫困人口团体补充医疗保险，扩大

健康险服务覆盖范围。开发民生救助

责任保险附加返贫责任保险产品，为

扶贫对象提供风险保障，为政府管理

解决痛点难点。2020 年上半年累计

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风险保障

128.49 亿 元 ，保 障 覆 盖 近 9.71 万 人

次。同时积极参与“政府+银行+保

险”政策性产业扶贫项目。针对种养

殖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

作社等涉农主体企业，开展以抵押贷

款保证保险为主、信用保证保险为辅

的贷款保证保险。从年初至今，已在

郑州、南阳、新乡、周口、许昌、漯河、洛

阳、鹤壁 8 个省辖市开展该项目推动

工作。

为提高中央财政补贴型农险保

障水平，推进小麦（收入）保险试点，

推广大灾害保险。研发推广地方财

政补贴或扶贫资金支持的特色农险

产品，在贫困地区推广生猪、蔬菜、果

树、中草药等价格指数保险，保障贫

困地区农产品价格平稳，促进农民收

入增长。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

动贫困农户脱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保险费率可下调 20%，深度贫困

地区在此基础上再下调 10%-30%。

截至目前公司农险扶贫专属产品已

为 26.76 万贫困户提供了 6.26 亿元的

风险保障。创新赋能服务，升级脱贫

攻坚保障模式。加快在贫困地区推

广“国寿 i 农宝”和“国寿 i 农险”APP

以及生物识别、卫星遥感、铁塔遥感

等创新技术，驱动保险扶贫服务升

级。通过“国寿 i农宝”的“扶贫专卖”

专栏，帮助贫困农户销售特色农产

品，助力贫困户增收。加快推进“三

农”保险服务站点建设，鼓励三、四级

机构选派骨干积极参加定点帮扶，优

先吸纳贫困人口作为协保员、宣传

员，推动保险参与就业扶贫。

强化金融支持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今年以来，针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来带来的影响，中国人寿财险河南省

分公司认真按照“六稳”“六保”要求，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行动

方案》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服务“六稳”“六保”

重点任务台账》，明确工作目标，分解落

实工作任务，推进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人寿财险河南省分公司第一时间响应，

积极储备防疫物资，制定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及各项防疫措施，严格按照金融支

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要求，加大

疫情排查力度，做好防疫安排，积极宣

导和传达学习银保监会出台的相关政

策，在助力防疫和复工复产，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采取多项举措，擦亮了中

国人寿的金字招牌。

积极加大电子投保应用推广力

度，积极推进车险“无纸化”技术应

用。累计为受疫情影响的营业货车办

理停驶批改业务 15099单。非车非农

方面，专项推出助力河南省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的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为全

省 108家中小企业和事业单位提供复

工防疫保障，为 983 家小微企业和受

疫情影响停驶的 5668 辆客运车提供

免费延长保险期限的服务。农险方

面，积极推广线上承保理赔服务。推

广使用“国寿 i农险”APP、“火易见”森

林火情监测系统和牲畜无害化处理线

上管理平台。邀请农业专家针对疫情

防控期间关系国计民生的生猪、蔬菜、

食用菌、温室大棚生产提供防灾防损

和防疫措施建议，共发放 25000 张免

费视频医生问诊卡，解决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期间就诊不便的问题。针对新

冠肺炎医疗责任，取消医疗险条款中

的等待期、定点医院或医院级别限制，

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及时为

漯河市舞阳县侯集镇人民政府新冠肺

炎防疫工作人员因公殉职雇主责任险

赔案支付 50万元理赔款。

疫情期间，中国人寿财险河南省分

公司共捐赠保险67笔，为 2.7万人提供

了价值 28.92亿元的风险保障，覆盖医

护人员、卫生防疫、公安执法、社区管理

等一线抗疫人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此外，中国人寿财险所辖各级机构

和个人捐款 35.48万元，其中党员捐款

24.86万元,捐赠物资合计 61.49万元，

为抗击疫情献出一份爱心。

疫情期间，该公司迅速建立应急联

系和值班机制，快速推广在线理赔服

务，车险理赔线上化占比达到 70%。

针对疫情期间复工复产需求，开发上线

预约搭电系统和预约定损系统。今年

3月 21日，商丘一家企业发生火灾，该

公司第一时间启动绿色通道，赶赴受灾

企业查勘定损，共支付赔款1750万元，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7月中下旬以来，

河南多地因强降雨天气受灾，公司省、

市、县三级联动，立即启动暴雨灾害应

急预案，调动各方资源，按照“快查勘、

快定损、快理赔”工作要求，多渠道实时

预警，及时向客户发送灾害预警及防灾

防损建议；多通道快捷报案；开通绿色

通道，简化手续和流程；第一时间在全

省 18 个省辖市设置水淹车合作定损

点，快速、集中开展定、核损工作。

丰富增值服务。在中国人寿财险

河南省分公司官微陆续上线代驾、违章

查询、驾照查分、玻璃检测、线上导游等

服务项目。组织开展“上官微、享代驾”

官微认证活动，官微认证客户数 20.14

万人。2020年以来累计为客户提供道

路救援 15276次、代驾 44003次、违章

查询4051次、驾照查分3231次。

深化警保合作。全省设置交管业

务代办窗口 83 个，窗口网点覆盖率

65.87%，服务客户 1.3万人次；建设“两

站两员”劝导站 13个；2家中支开展警

保联动路巡，破获理赔欺诈案件92件；

组织开展星光守护、一盔一带、高速护

航等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58

场。

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寿财险河南省分公司坚持

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

形成了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带党建的

良性互动。

该公司确定了党建是基础，是一切

工作的前提的总基调，把培养锻炼高素

质党员干部队伍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开

展“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

骨干”的“双培工程”，积极打造有过硬

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和作风素质的党支

部书记队伍。截至目前，全省系统共有

149 个党支部，党员比例 38.4%，所辖

139 家县区级机构负责人全部为党

员。特别是 2019年以来，全省系统共

发展党员 233人，其中 101人为四级机

构骨干，127 人为中心支公司业务骨

干，使得基层支部建设得到显著改善。

他们加强常态化廉洁警示教育，以

案明纪，以案说法。紧盯重大事项，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有案必查，查实必究，

结案必反馈，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严格规范工作程序，不断提高执纪

问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坚持问责“力

度”和“精度”并重、“强度”和“温度”并

存。层层传导压力，不断强化全省系统

广大干部员工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有力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

以主题教育为支点，坚持“主题不

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的总要求，坚持

集体学习与自主学习、线下学习与线上

学习相结合，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党建与业务融合方面，积极探索支部共

建模式。近两年来，分别与省税局、广发

银行郑州分行联合举办税企党建共建活

动。2019年，所辖新乡辉县营销部党支

部与全国文明村、全省先进党组织——

李庄村党支部结对共建，将当地党建教

育基地作为对口常设学习基地，以党建

工作成效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效增力。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统筹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寿财险河

南省分公司将全面落实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重振国寿战略和“重振国寿

财 从心再出发”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总基调，持续增强价值创造能力，守

牢效益与合规底线，以党建引领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寿财险河南省分公司)

2020 年 ，面 对 突

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

司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 ，积 极 应 对 风 险 挑

战，全面落实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各项要求，

充分发挥金融保险“助

推器”和“稳定器”作

用，全面落实“六稳”

“六保”工作部署，助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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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发挥保险“助推器”作用 以金融之力护航“六稳”“六保”

●● ●● ●●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社会

信用环境，树立全民诚信意

识，推动信用环境建设，优化

金融生态环境，焦作市银行

不良贷款清收中心对恶意逃

废债务的借款人、担保人持

续进行曝光。请被曝光名单

的有关人员速与清收中心联

系，并于 2020年 12月 15日

前积极处理有关债务。如逾

期不处理，将依法列入失信

人名单，并启动强制清收程

序，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

借款人（担保人）自行承担。

焦作市银行不良贷款清

收中心

2020年 12月3日

焦作市银行不良贷款清收中心曝光名单（第二批)

借款人名称

焦作市云达商贸
有限公司

焦作市易恒贞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

焦作闽汇实业有
限公司

河南建开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泰阁苑商
务酒店

焦作市千秋钙业
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站奔腾
石料加工厂

焦作市铂海物资
有限公司

焦作市天和众成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焦作市地泰煤炭
运销有限公司

焦作市翔凯贸易
有限公司

王 举

焦作市鸣盛机械
安装有限公司

焦作市亿苑电器
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人法
定代表人

何晓宁

王成智

焦同霞

许娅珂

杨美玲

毋二狗

王利利

吕峰

陶雯静

张腾翔

王福州

孙军民

徐玉珍

担保人和其法定代表人

焦作市广安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玉芬，担保人：
何晓宁、李美红、李玉芬、王雪霞、何云国、何彬彬

王成智、王鹏仑

邱建中、焦同霞

姜玉霞、庞镇文

许运明

焦作市泰和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连普；河南科霖
达菊珍饮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连方，担保人：王全

恒、苏连普、刘志莲、毋二狗、苏连方

焦作市白鸽宾馆，法定代表人：焦同霞，担保人：王利利、葛军
涛、杨现州、焦同霞

焦作市鸿鹏碳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申红喜，担保人：陈丽
东、王海鸿、吕峰、王海鹏、申红喜、王海龙

焦作市振德窑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德安，担保人：
陶雯静、吴亚娜、王建军、蔡毅平、梁德安、杨青

焦作市中大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春乐，担保人：张腾
翔、王春乐、薛长建、王延伟、王艳萍、尚帆

焦作市储运工贸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世宇，担保人：原小水、
陈静萍

闫志成、闫小二、薛新福、邓刚、曹河红、王利霞

焦作市鼎力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性彪；焦作市兰达机械
制造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金芳，担保人：石翠萍、朱性

彪、孙伟、宋金芳、孙军民

焦作市嘉兴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英

执行案号

（2018）豫08执 90号

（2016）豫08执字第00107号

（2016）豫08执 162号

（2018）豫08执恢6号

（2019）解执字第936号

(2016)豫 0802执 1365号

（2016)豫 0802执 1184号

（2017）豫0802执 1765号

(2019)豫 0802执 1297号

（2020）解执立登字第548号

2014解执字第455号

(2017)豫 0811执恢704号

（2018）豫0811执 830号

(2019)豫 0811执 119号

执行法院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借款人名称

焦作市亿苑电器
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圣宝科技
制钢有限公司

博爱县风驰橡胶
制品有限公司

焦作市安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聚珍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诚友置业有
限公司

河南庆文食品有
限公司

武陟县澳星王皮
业有限公司

孟州市博源商贸
有限公司

焦作市同鑫发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

王艳文

焦作市海兴混凝
土有限公司

焦作市誉德欣贸
易有限公司

郑州丽京贸易有
限公司

河南新尔迪清洁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启迪商贸有
限公司

借款人法
定代表人

徐玉珍

陈千春

曹希光

赵 振

丁雷远

李虎林

原雷明

张伏生

徐洋

程会营

秦磊

杨秀玲

马书祥

芦利红

宁朋飞

担保人和其法定代表人

焦作市嘉兴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玉英

河南省松林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千兴，担保人：陈大
胜、陈千春、郜秀良

河南省豪远肥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希光，担保人：皇尚
海、刘永军、闪香莲、王海军、朱天雷

赵振、刘晓莉

丁雷远、严聚珍、魏新慧、张给针、韩桥

李虎林、王华峰、王燕

河南武陟县亨威皮毛服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景睿

焦作市福安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文斌，担保人：徐洋、
孙文斌、王珊珊、张玉兰、任建国

王兰涛、孔繁喜、郭小庚、张建分

焦作市广和高岭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明增，担保人：李
明增、李娜、王建军、李彦瑾、王保全、申希罕

修武县英杰蔬菜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陈艳君；焦作市无为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君丽，担保人：陈艳君、张君丽、

马书祥、张巍、郭曙光、郭强

执行案号

(2019)豫 0811执 122号

（2020）豫08执 376号

（2016）豫0882执 389号

（2020）豫0811执 207号

（2018）沁执202号

（2017）豫0883执 1590号

温经执字2020（1470号）

(2014)武执字第00803号

（2019）豫0803执 698号

（2015）焦执字第00017号

（2012）站民初字第482号

（2016）豫0803执 103号

（2018）豫0804民初917号

（2018）豫0804民初787号

（2018）豫0804民初340号

（2018）豫0804民初983号

执行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博爱县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

孟州市人民法院

温县人民法院

武陟县人民法院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

催 收 公 告

焦作市不良贷款清收中

心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0391-3911034

手机：18639115168

“老马，家中有几口人？教育、医疗是
否有保障？”“卢姐，近几年你们村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是否有明显改善？”近
日，开封市示范区金耀街道纪检监察干部
联合社区“两委”人员到寺格档村看望困
难群众，并进行交叉考核入户调查。考核
调查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子女有无赡养、
安全饮用水、教育、医疗、住房是否有保障
等信息。调查问卷详细问答后，对寺格档
村的 8户村民进行了综合评定，评定结果
将进一步审核。该街道纪工委要求紧紧围
绕服务群众这个重点，扎实推进帮扶工作，
做到“一家一户调研摸底、一家一户一本台
账、一家一户一个扶贫计划、一家一户结对
帮扶、一家一户回头跟踪扶贫效果”带动贫
困户增收致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积
极作用。 （严华）

吹响监督哨 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耀街道明珠社区
把“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变为实际行动，运
用“3S”工作法作载体，通过开展各种新颖的、
可行的并契合社区单位和居民需要的活动有机
联系起来，积极打造学习服务型社区。

Sunshine（阳光）：运用开封市“互联网+监
督”进行账务公开，同时进行党务、政务公开，接
受居民监督。

Service（服务）：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
力争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将矛盾
化解在基层。

Study（学习）：创建学习型社区，每周一坚
持召开社区“两委”例会，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及更
好服务居民的本领，通过“三会一课”及“5+N”主
题党日活动，补足精神之魂，筑牢信仰之基，同时
丰富和创新载体，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

（金耀）

“3S”工作法打造学习服务型党支部
11月 15日，杜秀玲走进开

封新区新城办事处接访大厅，
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2009
年，杜秀玲二婚嫁入新城办事
处横堤铺社区四组，由于错过
横堤铺土地调整时间，一直与
丈夫姚云华合种一块地。丈夫
3年前过世后，姚云华的女儿称
该处土地为父亲与自己共同所
有，拒绝让杜秀玲继续耕种，双
方多次发生矛盾。无奈之下，
杜秀玲来办事处求助。得知情
况后，办事处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立即安排横堤铺包村人员
调查了解，尽快化解。

经走访，杜秀玲反映情况
基本属实，且这块土地正在征

收 过 程 中 ，还 涉 及 补 偿 的 发
放。考虑到双方的特殊关系，
为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办事
处信访办联合社区干部及村级
调解员共同成立工作组介入调
解，从法律依据、亲情关系等方
面做工作。经过调解，姚云华
女儿一次性支付杜秀玲地上附
属物补偿款 5000元，双方达成
和解。

今年以来，新城办事处加
大访调结合力度，在各村（社
区）培养起一支由德高望重老
同志、退休老干部组成的人民
调解员队伍，2020年已完成 50
余起矛盾调解，做到了“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乡”。 （新成）

土地惹纠纷 调解促和谐

为巩固网点转型效果，农行安阳
分行通过开展活动评价、岗位落地等
措施，稳步推进网点转型工作，网点
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具体
工作中，该行按照上级行工作安排，
积极组织开展了网点转型理念“进网
点、入人心、变行动、保落地”暨“‘营
销服务提升年’星服务、星体验、星品
牌”活动，并对辖属各支行活动开展
情况和活动成效进行了抽查。9月9
日至10日，接受上级行对该行“两个
活动”情况阶段性评价，对辖内市区

支行营业室和汤阴县支行广场分理
处分别进行了现场评价，并以“现场+
视频”的形式组织召开“两个活动”工
作汇报会。同时，该行积极推进“N+
M”岗位落地，强化网点营销。截至9
月底，该行运营 N类人员由年初的
380人压降为目前的368人，57个网
点确定为弹性排班网点，进一步活化
了网点人力资源，网点服务营销队伍
逐渐壮大，柜面经理逐渐由“操作型”
转型为“营销服务型”，网点服务从“面
对面”转变为“肩并肩”。 （侯瑞生）

11月28日，由中铁十八局集团
参建的宣杨高速公路全线唯一特长
隧道——竹园隧道左洞顺利贯通，
为后续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竹园隧道左洞全长 3795米，
右洞全长3785米，是全线的控制性

工程。自 2019年 1月 20日施工以
来，项目团队先后克服地质破碎、偏
压、围岩级别极差等困难，有力保障了
隧道施工质量和进度。宣杨高速公
路是云南省曲靖市重点工程之一，预
计2021年6月建成通车。（曾海波）

宣杨高速公路全线唯一特长隧道顺利贯通

农行安阳分行聚焦网点转型激发网点经营活力（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