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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理赔办理公告：
尊敬的众安在线客户：

凡在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报案时间在

2019年 10月 1日之前且至今仍未办理索赔的客户，请您在公示

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司办理索赔，逾期未办理，我司将按照

《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处理，历史报案信息可登

陆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CwJKHCXHF4k2VhE⁃
JhEYKw 提取码: bf3g，进行查询，咨询电话：1010-9955，特此

公告。

撤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牡丹江分局批准，撤销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林支公司海林农场营销服务部《经营保

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时间：2005年 7月 28日；机构住所：海林市

海林农场；机构编码：000005231084020。

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机构设立公告

机构名称：德华安顾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176410000
批准日期：2021年9月28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25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宁

街76号海汇港项目5号楼3层301、302号。
负责人：赵振辉
电话：0371-5559379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9月29日
经营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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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玥 本报记者 赵修彬

内蒙古乌海市保险行业协会、

乌海银行业协会深入贯彻落实乌海

银保监分局纪委关于清廉金融文化

建设工作的要求，力求打造蕴含乌

海特色的清廉金融文化品牌，涵养

“清风养正气 廉洁促发展”的清廉

金融生态，充分发挥协会引领作用，

开展了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取得了

良好效果。

“早”谋划 大力开展动员部署

乌海市保险行业协会积极组织

业内机构负责人参与乌海市银行业

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启动

会，联合乌海银行业协会向全体会

员单位发出倡议，呼吁各单位积极

参与到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中

来，并发布了《营造良好行业风气，

树立清廉自律形象》倡议书。

组织业内高管及关键岗位人员

50余人召开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推进

会，进行深入学习；要求各公司会后

强化清廉金融工作落实力度，推动

全员将廉洁自律转化为日常遵循和

行动自觉；联合乌海银行业协会共

同制定《推进乌海银行业保险业清

廉金融文化建设“七个一”活动》方

案，并印发实施。方案分别将清廉

金融文化建设工作内容细化为“一

个理念”“一次讲座”“一个公约”“一

次交流”“一个体验”“一个考试”和

“一面墙”，更进一步为行业推进落

实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内容指明

了方向。

联合乌海银行业协会积极推进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七个一”活动进

程，面向全行业开展“一个理念”的

征集活动。经过精心组织、广泛发

动、积极参与，征集近100条宣传语，

最终评选出“激浊扬清鼓正气，金融

活水注乌海”作为乌海银行业保险

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的主题理念。

这一理念充分体现出乌海市银行业

保险业弘扬清廉金融文化，提升合

规从业意识，涵养行业正气，发挥金

融杠杆作用，让充足的金融“活水”，

成为乌海经济发展动力的决心与信

心。

“广”宣传 营造清廉文化氛围

乌海市保险行业协会组织行业

内各公司高管参观学习乌海市纪委

监委大数据监督平台，旨在敲响警

钟。同时，在该协会微信公众号中

开辟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专栏，在网

站推送廉洁动态文章。

联合乌海银行业协会深入推进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七个一”活动，

强化“一次交流”，积极动员各银行

保险机构开展清廉金融文化交流活

动，组织员工阅读清廉文化书籍，并

结合自身对清廉金融文化的思考，

撰写笔记和心得。

联合乌海银行业协会和乌海金

融团工委共同举办了“礼赞百年风

华，弘扬廉洁文化”主题分享演讲比

赛预赛和决赛。比赛在“一次交流”

的基础上，通过寓教于赛、以赛促学

的方式，既展现了乌海银行业保险业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又增强了行业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既延伸了清廉金

融文化建设的丰富内涵，又激发了广

大银行保险从业人员清正廉洁永葆

初心、诚信自律有担当、合规经营抓

服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全行

业推动形成了“人人学廉、人人思廉、

人人促廉”的良好风尚。

此外，乌海市保险行业协会还

联合乌海银行业协会组织辖内银行

保险机构共同举办了《乌海市银行

业保险业廉洁自律公约》的签约仪

式，即“一个公约”。通过此举督促

各银行保险机构以清廉金融文化建

设为指引，将清廉文化建设工作与

公司日常经营有机贯通起来、深入

融合起来，不断提升金融从业人员

的思想认识水平，以思想自觉引领

行动自觉。

“实”体验 强化警示教育力度

乌海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乌海

银行业协会强化“一个体验”。体验

活动分为自行体验和集中体验两部

分，其中自行体验部分由各银行保

险机构自行组织开展。截至目前，

已有20余家保险机构开展了自行体

验活动。

协会还对辖内 12家财产险机构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现场

督导，在帮助各财产险机构认清开

展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和恶性竞争所产生的危害及风险的

同时，传递出严监管重处罚的信号，

促进公司将监管法规和清廉金融文

化建设要求及自律规范融入业务发

展的各个环节，从而营造自律合规

的良好市场环境。

共建乌海特色清廉金融文化

本报讯【记者 姚慧】山东

鱼台农商银行党委切实将党建

工作作为促进各项业务工作的

减压阀、保证经营发展的助推

器，以党建领业务，以业务促发

展，保障党建与业务发展工作

的深度融合。

“党建+学习”，增强队伍凝
聚力。鱼台农商银行党委始终

把 政 治 理 论 学 习 作 为 首 要 任

务，努力打造讲政治、业务精、

敢拼搏、乐奉献的员工队伍。

建立定期学习机制，严格执行

“第一议题”制度，紧扣当前热

点学党史、党章、党纪，提高员

工思想觉悟，夯实业务发展基

础。通过支部书记、支委成员

上党课，支部书记带头学，组织

员工深入学习政策法规、法律

知识、业务知识，提升政治理论

水平，掀起理论学习比、学、赶、

超的热潮。严格执行落实“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

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工作，通过

丰富组织生活，保质保量观看

省联社制定红色教育影片，定

期召开党员会议，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把制度落实到对党

员的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

节，既防范了业务风险，又增强

了全员队伍凝聚力。

“党建+业务”，锻造队伍向
心力。鱼台农商银行党委不断

探索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党

建融入旺季营销、四张清单对

接、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充分

调动党员先锋队在网点营销和

服务上发挥率先垂范、迎难而

上的模范作用。今年，精心挑

选 11 名优秀管理人员到镇街道

任金融副镇长职务，与各街道

乡镇签订“党建共建暨战略合

作”协议。挂职镇长从做好政

府的参谋员、社区的服务员、金

融政策的宣传员入手，推出乡

镇特色服务模式，主动走进社

区对接群众服务需求、开展社

区共建活动，为全县各社区、村

庄定制个性化服务、精准化服

务，使该行党建工作向乡镇金

融服务等领域延伸，拓展了党

建工作范围，有效提升了党员

队伍的向心力。

“党建+服务”，激发队伍战
斗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助力企业攀登的新阶段，鱼台

农商银行各党支部主动作为，

奋力做好辖区乡村振兴“大文

章”。客户经理入乡村、进农

户，实时掌握客户需求，主动提

供金融产品，受到当地农户的

欢迎与肯定。今年以来，该行

依托四张清单对接，持续做好

辖内信贷市场深耕细作，积极

发挥关键人作用，打造覆盖所

有网格的“联络员—农金员—

客户经理—支行行长”联络沟

通机制。开通“绿色通道”，为

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注

入金融“活水”，对本辖蟹田大

米、毛木耳、小龙虾、淡水甲鱼、

辣椒等经济作物持续加大授信

力度，有效满足了农户的信贷

资金需求。

鱼台农商银行：

“党建+业务”齐头并进

□本报记者 祖兆林

人保财险江苏省常熟中心支公

司（以下简称“常熟人保财险”）党总

支践行“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要求，创新

党建工作方法，持续深入开展“党建

结对”活动。

互帮互学 共创共赢

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在江

苏常熟的社区与农村经常会出现这样

一群人：他们身穿印有“中国医疗保

障”字样的红色宣传背心，手持常熟市

医疗保险政策与长期护理保险宣传

单，将医保政策宣传到每家每户。

今年，常熟人保财险党总支加

入了由常熟市医疗保障局组建的

“医·保·银”党建服务联盟，成为党

建服务联盟金融成员单位之一，成

功融入了“医保+保险+银行”党组织

互帮互学、共创共赢、服务民生的新

机制，将自身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全

力服务常熟市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美丽常熟”建设的实际行动。

据了解，这支社保服务队伍由

常熟人保财险党总支青年党员主

导，深入基层宣讲医保政策，筑牢基

层医疗保障网。

党员带头做慈善

日前，常熟人保财险理赔人员来

到苏州市劳模高淳家中进行慰问，并

入户帮其办理“苏康保”理赔手续。

据了解，高淳自小身患肌迟缓

症，无法正常行走、生活，但他克服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右手食

指敲击出多部长篇小说。高淳的自

强不息精神和文学成就得到了社会

高度关注，先后荣获“苏州市劳动模

范”“江苏省自强模范”等称号。

由于身体原因，高淳需常年用

药，高昂的医药费和治疗费给他的

家庭造成了不小的经济压力。得知

情况后，考虑到他行动不便，该公司

派出工作人员上门为其进行理赔资

料的填写上传。

常熟人保财险党总支还联合常

熟市慈善总会，推出“慈善+保险+服

务”新模式，以“精品项目”为抓手，

积极打造市慈善品牌。今年9月，常

熟人保财险积极响应地方号召，党

员带头组织动员全体员工参与“同

一片蓝天下 慈善一日捐”活动，大

家纷纷慷慨解囊，3天便募集5000余

元，用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巩固“警保

联动”工作成效，该公司与党建结对

单位——常熟市公安局进行乡村交通

安全宣传工作，为村民们宣传了“一盔

一带”活动的意义及电动车保险知识，

并结合警示教育片进行事故案例分

析，扎实做好正面宣传和引导，切实有

效提升村民保险意识和安全意识。

同时，常熟人保财险党总支为

对口帮扶各类志愿者赠送“意外伤

害综合保险”保障；携手共建单位常

熟交通公有资产有限公司党总支，

去往贵州省思南县开展助学帮困工

作，并向三道水乡捐赠了爱心文具

用品，彰显红色央企社会担当。

党建结对帮扶

近日，常熟人保财险党总支书

记钱红兵带领企业风控专业技术人

员，拜访常熟市辛庄镇辛中村党总

支，与村支书朱冬春实地调研村级

企业风险防控与安全生产工作，共

同探索产业帮扶的实际举措与相关

工作，这已是钱红兵一个多月内第

三次赶往辛中村开展工作。

今年以来，人保财险苏州市分

公司与“苏州市级集体经济相对薄

弱村”辛中村结为帮扶单位，双方从

辛中村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多次讨

论，该公司决定在定向资助、渠道融

资、产业帮扶、贫困户结对帮扶等方

面给予辛中村全方位的支持。

辛中村的结对帮扶是近年来常

熟人保财险党建结对工作的一个缩

影。常熟人保财险与常熟市海虞镇

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沿江、

海虞、支塘支部等农网机构党支部

与碧溪街道聚和佳苑社区、海虞镇

王市社区等7个村、社区党组织开展

结对共建。以结对共建为契机，深

入实践公司“一镇一村一品”服务战

略，以政府社会治理需求为导向，探

索党建与民生服务、创新性保险产

品“有机结合”的实施路径，目前民

生类项目年保费规模已达 3500 万

元，在常熟市229个行政村中的承保

覆盖率达到80%。

钱红兵表示，以“做有温度的人

民保险”为己任，用实际行动助力乡

村振兴，不断提高公司服务“三农”

的质量，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鱼台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走访授信农户。 邱瑾/摄

支部就是堡垒 党员便是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