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

抓抓好好党党建建促促发发展展，，勇勇担担重重任任保保民民生生
中国人寿是中央国有骨干金融

保险企业，成立于1949年10月，历史
悠久，实力雄厚，经过70年的卓越发
展，已经形成包括保险、投资、银行三
大板块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截至
2018年底，集团合并总资产近4万亿
元，是我国资本市场大型机构投资者
之一；已连续16年入选《财富》全球
500强企业，最新排名42位；连续12年
入选世界品牌500强，品牌价值高达
3253 . 72亿元，持续领跑中国保险业。

作为中管央企在济宁设立的地
市级分支机构，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高度重视党建工

作，牢固树立“融入中心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发展”工作思路，抓好、抓牢、
抓实基层党建工作，以党的坚强领导
汇聚公司转型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
在加快自身发展同时，勇于担当国有
企业社会责任，为助力济宁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保障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公司先后被授予“中国人寿系统先进
基层党组织”、“保险业先进单位”、

“重点服务企业”、“省三八红旗集
体”、“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济宁市五一劳动奖
状”等多项荣誉称号，市公司客服柜
面被评为“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公司始终坚持以“抓党建
促发展”为统领，持续深化强化
全员思想、政治、组织、作风、能
力建设，统筹基层党建与日常
经营，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夯实

筑牢党组织根基，凝聚全员战
斗力、向心力，推动公司加快实
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目标。

建实党员队伍。目前，公司
全辖共有党支部35个，其中营

销党支部14个。全市在岗员工
中现有党员142人，占在岗员工
总数的33 . 1%，市县区经理室
成员中，党员占比79%，县区单
位主要负责人党员占比100%，

建立了一直高素质、能力强、能
担当、有作为的党员干部队伍，
为公司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组织支撑。

建强党建阵地。以基层党
支部为支点，公司在市县系统
建设完善了21个党建阵地，其
中标准化党员活动室13个，标
准化党支部职场8个，作为开展
基层党建、组织党员教育的活
动阵地，为基层党支部组织生
活提供了完善的硬件保证。

抓好学习教育。通过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统一征订党员
学习材料、组织爱国主义红色
教育、邀请党校教授专题辅导
等多种形式，公司持续加深全
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领会贯彻，加强党员思想建
设，提高党员党性觉悟，引导党
员干部加快思维转型、管理转
型，强化提升了全员抓党建促
发展、促转型升级的思想认同、
行动自觉。

抓牢作风建设。公司十分
重视党员队伍思想作风建设，
近年来陆续开展了“解放思想
大讨论”、“八比八看”、“纪律作
风整顿”、治理“慵懒散”正风肃
纪、“四风”查摆、“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解放思想 高质量发展”大讨
论等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促
进全市党员队伍作风观念明显
转变、工作效率及成效明显提
升，推动了各条线工作稳步开
展。

作为中管央企分支机构，
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始终牢
记政治使命，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先后
与市老龄办、市妇联、市扶贫
办、市民政局等机关及事业单
位签署合作协议，实施了多个
卓有成效的惠民利民政保合
作项目，在抓党建助经济发
展、保社会民生、促脱贫攻坚
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举
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供给
侧改革。公司持续加大服务力
度，主动发挥保险资金融通作
用，有效开展保单借款服务，
为广大客户和小微企业提供
了便捷的经营生产和应急资
金支持，累计向全市广大客户
及小微企业发放保单借款46
亿元，为金融业融资23 . 43亿
元。公司积极与总公司沟通对
接，与广发银行联合推动“中
国人寿—兖州煤业债券投资
计划”落地实施，90亿元资金
现全部划转兖州煤业并投入
使用，成为保险业在山东省境
内直接投向实体经济、资金规
模最大的投资项目，为保险业
助力企业发展提供了成功范
本。公司与市旅游局、广发银
行济宁分行联合推进实施“旅
游安康工程”，为全市旅游人
员、景区游客及从业人员提供
风险保障，为推动全市旅游业
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持。

助力脱贫攻坚，帮扶困难

群众。公司与济宁市扶贫办签
署全面合作与扶贫小额保险
协议，联合启动助推精准脱贫
活动，累计承保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23万余人次，承担保险保
障金额449亿余元，累计赔付
5559件，共计1319 . 72万元，
得到了市县两级政府、职能部
门、社会各界和承保群众的认
可好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
响。公司积极响应贯彻省扶贫
办、市委市政府“帮扶困难群
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精神
为济宁贫困群众购买捐赠扶
贫物资，并免费赠送总保额
4 . 6亿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保障，在系统内组织开展了

“扶贫济困献爱心”帮扶捐赠
活动，为解决困难群众冬季生
活难题积极助力。

创新工作方法，健全医疗
保障。公司与济宁市、县人民
医院签署理赔直付合作协议，
在全省系统首家实现“基本医
疗、大病保险、商业保险”三险
客户在医院的一体化理赔即
时直付。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济
宁老年血管病医院密切合作，
先后多次组织专家下乡开展
爱心义诊活动，以实际行动助
力精准医疗扶贫。自公司与市
社保部门联合启动实施“补充
医疗保险项目”以来，累计承
保36万余人次，承担风险保障
145亿元，国家人社部、省人
社厅对济宁市补充医疗保险

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对创
新 成 果 给 与 了 充 分 肯 定 。
2017年起，公司承办全市职
工省级统筹大病保险，充分发
挥服务网络、医学人才、信息
系统、精算分析等优势，积极
配合市人社局、医疗系统，扎
实做好职工省级统筹大病保
险对接实施工作，为全市职工
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保险
保障服务。

实施安康系列工程，关注
保障弱势群体。公司与市老龄
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
推广实施的“银龄安康工程”
顺利推进，现已累计为全市
331余万人次老年人提供风险
保障，累计支付意外伤害保险
金6500余万元。与市妇联签
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携手
推进“女性安康工程”，累计为
济宁数十万名妇女提供了专
项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有效解
除了广大妇女群体因特殊疾
病造成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
忧，有效减少了参保妇女因病
致贫、返贫情况的发生。持续
推进高新区新农合服务管理
工作，累计为参合农民提供门
诊结报补偿服务 2 4 . 3万人
次，门诊结报厘算补偿金额
4608 . 81万元；提供住院结报
补偿服务15 . 3万人次，住院
结报厘算补偿金额3 . 9亿元，
无一次有效投诉。积极深化提
升计生家庭保障水平和抵御
风险能力，每年为30万多户计

生家庭提
供了专项
保 险 保
障 。与 各
级教育部
门密切合
作 ，年 均
为学生理
赔各类意
外 伤 害 、
医疗保险
金 超 过
2000余万
元 。积 极
配合市委
组 织 部 ，
健全大学
生村官保
险保障工
作 ，承 保
全市大学
生保险保
障 。为 全
市现役军
人、武警、
公 安 干
警、军队医疗机构人员提供属
地人身保险保障服务。配合安
监部门推进建筑工程安全保
障工作，为全市建筑人员和特
殊高危工作人员提供意外风
险保障。创新推出病员安康、
交通协管员、环卫工人险等保
障项目，健全完善特殊人群保
险保障。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也是中国人寿建司70周

年，站在历史新的起点展望未
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
人寿济宁分公司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持之以恒抓牢抓实基
层党建，以党的坚强科学领导
助力公司向高质量发展目标
加速迈进，以优异成绩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抓实抓牢基层党建，，凝聚强大发展动能

强化国企责任担当，，服务支持地方发展

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大楼。

邀请市委党校教授讲授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济宁市扶贫办联合启动助推精准扶

贫活动并签约，公司捐赠面粉80吨、食用油2600桶、4 . 6亿元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障。

中国人寿济宁分公司联合济医附院开展下乡爱心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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