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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赤峰，政通人和，处处呈现富裕和谐新景象。在广袤的赤峰大地上活跃着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人保财险团队”，他们为客户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优质服务，受到社会各界赞誉。
近年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广大员工牢记使命，永葆进取心，精耕细作，埋头苦干，
砥砺奋进，夯实服务质量内涵，提高综合管理水平，成为赤峰市保险行业排头兵。该公司市场开拓“提速”，市场增量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加，盈利能力提升，
昂首跨入内蒙古自治区保险行业年收入 10 亿元“军团”“
，卓越赤峰人保财险”发展事业硕果累累。
2016 年、2017 年，该公司连续两年被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表彰为“地市级分公司经营业绩 50 强”，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保障民生事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全国文明单位、金牌服务示范窗口等多项沉甸甸的成绩和荣誉，凝聚着赤峰人保财险团队辛勤耕耘的汗水，是他们坚持党建示范引领、坚持果
敢“执行力”、勇于拼搏争先的结晶。
勤劳、智慧、勇敢的赤峰人保财险团队精心绣出“党建引领凝聚磅礴之力，鼓足干劲描绘唯美蓝图；接地气服务经济勇争先，踏石留印铸造辉煌业绩；助
力城乡融合成效显著，保障民生事业贡献突出；内塑爱心担当企业文化，外树开拓创新崭新形象”跨越式发展斑斓画卷。

﹃
赤峰人保财险

画卷一：党建引领凝聚磅礴之力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立臣
（中）与松山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便民服务站站长武志杰（右）
在松山区保险营业大厅研究服务工作。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坚持党建示范引领发展，全面推
动从严治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凝聚磅礴
之力，鼓足干劲，描绘唯美新蓝图，推
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今年年初，该公司党委与所属 20
个党支部签订了 2018 年度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状，
夯实坚持党的领导
“根基”
。
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桂茹，
深入基层一线，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
署，亲自安排党建、业务发展等项工作，
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亲力
亲为”榜样，赤峰人保财险团队上下一
心，
“兢兢业业、勇于作为”
蔚然成风。

2017 年 12 月 1 日，该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刘桂茹对广大党员进行了
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党课宣讲。她结合实
际工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
命，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对坚定不移全面
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
领导水平，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等内
容进行了深入宣讲。
雷厉风行，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

鼓足干劲描绘唯美蓝图

带头讲党课、带头学习，及时解决党员
群众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
题，强化对营销、管理、服务等项工作
指导。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以及环节
干部认领责任，身子下沉、靠前指挥，
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主动作为，引领广
大职工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创新开拓
业务，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 亮 身 份 、亮 承 诺 、亮 职 责 ，比 业
绩、比贡献、比作风”党员实践活动异
彩纷呈，广大党员带领员工走进交通
岗、维修车间、社区、医保大厅，传达党
和国家惠民政策，深入田间地头，为偏
远乡村贫困户“添柴热炕”，当好老百
姓“娘家人”。
2017 年 6 月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保 险

画卷二：接地气服务经济勇争先

踏石留印铸造辉煌业绩

﹄
创新画卷璀璨夺目
接地气，优质服务重心下移至基层
一线，该公司围绕城乡融合发展和精准
脱贫攻坚战役，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民生
事业保驾护航。
服务经济发展，勇争先，赤峰人保
财险团队依靠强大的凝聚力、执行力、
战斗力，拓宽业务领域，夯实服务质量
内涵，
创出了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
□高力
赤峰人保财险团队在党委书记、总
经理刘桂茹的带领下，
众志成城，
全心全
意为客户服务。
“拼好”
优质服务，
成为他
们扩大市场业务份额的一把“金钥匙”。
该公司规模优势、
引领优势、
客户资源优
势，
是赤峰人保财险团队依靠优质服务、
创新开拓换来的宝贵财富。
奉献爱心，聚焦服务，向服务要效
益。优化客服体验，丰富服务内涵。从
业人员服务统一化、标准化，
“多、快、好、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党委委员毕长青（左三）到赤
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为交警送去防暑药品。

省、优”服务举措落地。保险综合业务
“融入”
政务、司法、交警、民政、卫生等文
明服务窗口，
创新工作亮点频闪。
敢于攻坚，向改革要战斗力。面对
城区道路资源有限、
机动车数量激增、
交
通拥堵问题严重，关注百姓安全出行焦
点，该公司与赤峰市交警支队一大队联
合推进
“警保联动”
服务，
今年 4 月 23 日，
保险公司道路巡查员
“入住”
红山区影都
交通岗、十一粮站交通岗、菜市场交通
岗、
黄金大厦交通岗。拇指理赔服务，
简
化处理事故流程，解决因轻微交通事故
造成的道路“梗阻”难题，缓解交通拥堵
压力，
为群众安全出行提供了保障。
微笑服务赢得群众掌声，轻微交通
事故快速处理、快速赔偿的“红山模式”
赢得百姓赞誉，获得上级好评。交警不
辞辛苦指挥安全行驶，让群众“暖心”；

保险公司保障人民利益，让群众放心。
红山交警与人保财险“警保”互动，畅
通“绿色”安全交通，成为赤峰城区社会
和谐
“靓丽风景”
。
“干就做好”
“
，警保”
和谐一家亲，
及时
快捷服务大众。赤峰市交警支队民警走进
人保财险服务大厅，
群众在办理车辆保险
业务时，
车辆审证等业务也可同时办理。
热心服务
“粘到”
客户
“家门口”
，
优质服务
全面升级，
根据客户类别，
提供洗车、
检车、
审证、
检测等多项增值服务，
客户体验满意
度上升，
一站式服务赢得群众赞誉。
高标准的服务，
源于他们增加团队培
训学习频次，
提高政治、
业务素养和专业技
能。高素质团队专题研究服务细则，
增加
科技服务含量，
优质服务
“融进”
业务开拓、
市场管理，
精准快速将车商、
电商、
销管、
交
叉销售、
三农等渠道部门目标任务落实到

画卷三：助力城乡融合成效显著
服务城乡融合发展、保障民生事业
“升级”，
“ 覆盖全面、管理清晰、运行规
范、服务到位”的保险事业盛世欢歌在
广袤赤峰大地唱响。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
赤峰人保财险团队以高度的责任感、使
命感，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治理，拓
展农村保险市场，主动承接服务脱贫攻
坚系列工作，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增收
忙，
为打赢精准脱贫战役加油助力。
该公司与市扶贫办紧密沟通，他们
组织工作人员共同深入贫困户家中，解
决贫困户实际困难，
将产业脱贫、
健康脱
贫、
教育脱贫、
金融脱贫等精准脱贫举措
落实到位。中国人保财险内蒙古分公司
领导多次奔赴赤峰市扶贫一线，
“关爱”
精准脱贫事宜，2017 年 11 月，中国人保

财险内蒙古分公司与赤峰市人民政府签
订支农融资及民生类保险业务战略合作
协议，该公司和内蒙古财信农业信贷担
保有限公司分别与林西县政府、巴林右
旗政府、
巴林左旗政府、
翁牛特旗政府签
订了“支农扶贫担保融资业务合作协
议”，为农牧产业提供融资服务，掀开赤
峰市金融扶贫崭新一页。
该公司领导干部多次到松山区大
庙镇小庙子村，帮助农民拓宽增收渠
道，扶持村民种植药材、胡萝卜、甜菜等
经济作物。与巴林左旗农牧业局及笤
帚苗种植户、加工合作社积极对接，助
推笤帚苗产业发展。
敖汉旗、翁牛特旗、松山区、巴林左
旗、巴林右旗等支公司建立与赤峰市政
府脱贫攻坚战役相适应的大病保险体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宋春光（右三）与赤
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杨涛（左三）在红山区菜市
场交通岗研究工作。

“奉献爱心、勇于担当，客户满意、
群 众 高 兴 。”是 该 公 司 企 业 文 化 的 主
题。
“以人为本、诚信服务、价值至上、永
续经营”
是该公司经营理念。
一支素质高、能力强、业务过硬的
人保财险团队活跃在赤峰大地，团结、
奋进的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广
大职工牢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宗
旨，和着新时代科学发展强力节拍，构
建与集团一体化建设相适应的协同和
谐文化，
树立了崭新形象。
拼搏奉献，
为建设美丽城乡贡献
“力
量”
。该公司所属旗县区级支公司以及71
家乡镇级三农营销服务部，
业务覆盖和辐
射赤峰市各乡镇。建立农村协保员队伍，

遍布2000余个行政村，
广大从业人员，
迎
酷暑，
不畏严寒，
“爱心”
上门服务进万家。
“点赞”满满的正能量。标准化优
质服务培训内容丰富多彩，微笑服务、
高效服务氛围浓郁。
塑造一流队伍。构建业务协同培
训体系，加强组训队伍互动，将交叉销
售业务推动和管理以及联合晨会制度
落实纳入组训人员的重要考核指标体
系，与组训的绩效考核紧密挂钩，开展
客户节、保险公众宣传日、阶段性业务
竞赛等关键时点联合营销，提高销售人
员业务技能，
提高员工综合素质。
大爱无边。多年来，该公司积极开
展捐资助学、
扶危济困等公益活动，
捐款

位。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提升销售能力。
服务管理水平提高，促动综合业务
市场占有率提升。拓宽业务发展思路，
做好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畅通旗
县区业务发展绿色通道，密切与重要客
户和经纪公司关系，营造保险公司与相
关部门、客户浓郁
“一家亲”
和谐氛围。
良性发展快车
“提速”
。创新业务增
长点，
综合业务
“枝繁叶茂”
，
在服务经济
发展、
保障民生事业中加力作为，
踏石留
印，
铸造辉煌业绩，
喜结累累硕果。
近年来，
该公司率先在赤峰地区，
推
出健康扶贫保险项目第一单、精神病人
监护人责任险第一单、风景名胜区责任
险第一单、
商业性羊养殖险第一单、
棚户
区改造项目第一单、政府救助保险第一
单等多项业务。连续多年，该公司车险
增量市场份额等业务名列赤峰市第一。

保障民生事业贡献突出

制、普惠支农融资机制，保险公司员工
长期驻扎在偏远乡村牧区，为贫困户健
康脱贫、产业脱贫献计献策，扶贫保险
覆盖面扩大。
2017 年 4 月，该公司保险窗口成为
敖汉旗健康扶贫管理中心结算服务平台
17个服务窗口之一，
敖汉旗实施
“基本医
保及统筹内的大病保险、
贫困人口政策倾
斜、民政救助”
加
“商业补充保险、大病扶
贫爱心基金”
即
“3 加 2”
医疗救助创新模
式，
提高了该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补
偿金额，
增加了稳定脱贫户数。敖汉旗、
松山区等地开展
“爱心携手、
合力保障”
健
康扶贫等内容主题活动，
为建档立卡老百
姓提供免费体检，
受到好评。
翁牛特旗支公司“无缝链接”旗医
保局，人保财险融入医保服务体系，政

画卷四：内塑爱心担当企业文化

系统第一家党建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在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诞生”，
配备党建协调委员会专岗人员，定期
召开人保财险、人保寿险、人保健康党
建委员会工作会议，集中学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深入分析研讨党建具体
工作，明确区域基层党建工作重点，督
促各分支机构党支部履行主体责任，
在开展党建、拓展业务、宣传品牌等方
面作用突出。
党建示范引领，创新开拓，促进业
务跨越式发展。以资源整合共享和
“三个统筹”提质增效为突破，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抓协同、促融合、固
优势、强弱项、补短板，积极投身到服
务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民生事业中。

企合作实现多赢，及时快捷的便民服务
赢得群众赞誉。延伸大病保险服务领
域，提高住院治疗费用报销比例，惠民
政策在老百姓心中落地生根，减轻了患
者经济负担。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现已
开办各类农业保险品种 14 种、产品数
量 40 余个。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生产多
元化风险保障需求，创新推出谷子保
险、果树保险、肉牛保险、肉驴保险等创
新型农险产品。有小额人身保险、农房
保险、农机具保险等门类齐全的涉农保
险，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广覆盖的保
险保障。如今，该公司已形成大病保
险、健康扶贫保险、商业医疗补充救助
保险、政府救助保险及其他扶贫、民生
类保险等多样保险扶贫产品库。

外树开拓创新崭新形象

捐物“送温暖”，爱心之花盛开。连续 8
年开展青苗助学活动，长期开展帮扶共
建活动，
积极开展博爱一日捐活动；
走进
儿童福利院，
看望慰问残疾儿童，
为福利
院送去米面粮油，
送去儿童玩具等。
点点滴滴的
“小事”
汇集成赤峰人保
险干部职工浓浓的大爱。夏天为一线执勤
交警送去解暑降温药品，
交通岗亭里的人
保财险
“爱心”
矿泉水
“甜了交警、乐了群
众”
。冬季雪天路滑，
是驾驶员们担心的
事，
近些年来，
该公司组织人员与交通管理
人员共同在城区开展街路融雪撒盐活动，
方便百姓安全出行，
赢得百姓赞誉。
高考期间，该公司与有关部门合作
联合组建爱心送考车队，为高考学子服

务到考场，人保财险爱心送考车队成为
城区一道亮丽风景线。
巍峨的努鲁尔虎山
“见证”
了赤峰人
保财险团队爱心奉献的服务举措，
他们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
“洒满”
城市街
路、
乡间小道，
“大爱”
温暖着人民群众幸福
家园。
赤峰人保财险团队勇立保险事业
潮头，积极作为，凝心聚力为客户服务、
为群众服务，创新开拓，为发展经济和
保障民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绣出了
创新发展璀璨夺目多彩画卷，向党和人
民交了一份满意答卷。
（本版图片均由高力、杨亮、卢萌、
刘小伟、
任磊提供）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高级主管徐建国（右一）与红
山区法院副院长张力（中）在红山区法院立案大厅商讨司法援
助保险等事宜。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松山区支公司工作人员深入田间为农户办理保险业务。

中国人保财险赤峰市分公司科技理赔技术人员现场对受损车辆进行故障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