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保险业砥砺奋进七十年 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重庆保险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承。1893年重庆设立的利川保险，是长江中上游最早的外资保险公司；抗战时期，重庆拥有50多家保险机

构，其中民安保险就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保险公司，为重庆保险业注入了红色基因；解放时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南区公司引领着西南地区保险业完
成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以后，重庆成为全国第一批保险复业的中心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保险业与共和国同生同长、荣辱与共，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同心同向，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整体质量显著增强

保险业务飞速发展——1951年
重庆保费收入115万元，1958年保险
停办时，重庆保费收入达409万元，8
年的保费总和3308万元。1978年以
后，保险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再次
走上了历史舞台，重庆保险业也在改
革中发展壮大。1980年到2018年，
重庆保险业年均增速超过20%，2018
年全市原保费收入806.2亿元，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7万多倍。1980年以
来，重庆保险业累计保费收入5401.2
亿元、累计支付各类赔款1763.44亿
元，积累准备金1844.3亿元，有效地支
持了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了“经济
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保险覆盖率与渗透率呈现历史性
变革——2018 年全市保险深度为
3.96%，保险密度为2599元，分别是
1951年水平的51倍与4万倍，较重庆
市直辖以来提高了2.65个百分点和
2540元。

保险市场新格局形成——1980年
重庆保险市场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1家机构，从业人员不足10人。目前，
重庆有保险法人机构5家、省级分公司
54家、网络保险市级分支机构6家、中
心支公司及以下分支机构1283家、各
类保险中介机构6502家，有效持证保
险营销员27.9万名，初步形成法人机
构和分支机构、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
构并存，中资与外资公司共同发展，国
有控股、股份制、政策性等多种形式互
为补充的保险市场新格局。

经营能力日趋强劲——2018年重
庆保险业资产规模达到1505.34亿元，
为社会各界提供保险保障42.5万亿
元。重庆保险业整体偿付能力充足，在
渝5家法人机构和54家保险分公司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全部达标（>100%）。

服务经济社会和民生保障能力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保险业开
拓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不
断提升，在应对灾害风险、支持经济发
展、完善保障体系、参与社会治理等多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重点领域发展方面，我市农业保
险迅速发展，保险品种达36个，农产品
收益保险试点区县扩大到21个；探索

“保险”+“期货”模式，创新开展指数保
险、收益保险等；助推“一带一路”与自
贸区建设，2018年面向“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投资提供1.6亿美元保险保障，
通过出口特险为海外工程和出口提供
2.5亿美元保险保障；大病医疗保险实
现全覆盖，2018年末全市3191万人居
民职工享受大病医保；全面实施“精准
脱贫保”“惠民济困保”，实现政策全覆
盖、资金高效能、运行可持续；扶贫小额
信贷扩大政策覆盖面，保证保险助推农
户小企增信；推进“孝老安康”工程，为
全市34.5万名老年人提供保险保障；
信用保证保险、科技保险、环境责任保
险、长期护理保险全面升级试点；深度
参与社会治理，率先在业界推出“警保
联动”治理模式；保险重要基础设施“中
保登”落户重庆，保险业的功能与作用
不断显现，保险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与
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在重大工程建设方面，重庆保险业

推出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业务，支
持国家“三峡工程”建设，让三峡移民

“移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在轨道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提供股权
融资、债权融资等1000多亿元，改善了
城市环境，提升了市民生活质量。全行
业筹集保险资金75.48亿元，参与大渡
口钓鱼嘴南北两区和渝北区木耳等地
的公租房建设和在两江新区龙兴工业
园及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等片区的开
发建设。全市各地医院、物流园、安置
房、保税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有保
险资金积极参与其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保险业已经
迈上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成为
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
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
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服务着
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服务重大战略成效显著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大山深处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实

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和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情况，总书记还
专门赴石柱中益乡小学看望支教老师
与留守学生。石柱中益乡小学更是保
险业界的重要扶贫项目——“三村工程
——村教工程”的重点助力地之一，“村
教工程”为提升学校教学水平和师资能
力建设，从学校援建、校长培训、教师培
训、支教行动等方面改善重庆市贫困地
区教学条件。

保险是扶危济困的行业，在脱贫
攻坚战中，保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保险费率杠杆功能、保险对财政资
金的放大功能、保险的增信功能得到
充分发挥，脱贫保、济困保、巨灾保险、
农业保险、指数保险等保险业深度介
入精准扶贫的领域，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精准脱贫有保障。推出“精准
脱贫保”，覆盖全市33个贫困区县，涵盖
贫困户大病补充保险、扶贫小额意外保
险、疾病身故保险、贫困户学生重大疾病
保险、农房保险5个险种，167万名贫困
人口、64.3万名贫困学生受益。依托该

项目贫困户拥有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三重医疗保障，同
时构建了疾病身故、小额意外、农房保障
等民生保险扶贫体系，截至2018年12
月末，累计支付赔款达1.84亿元。指导
保险业参与惠民济困项目，2018年“民
政惠民济困保”项目使全市约91.3万名
民政部门救助对象、建卡贫困户等受益，
赔付5472.8万元、6.7万人次。

二是农业生产有保障。2018年，
全市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共计6.14
亿元，赔款支出3.93亿元，提供风险保
障451.14亿元，将农险服务与三农服
务工作相结合，保险品种涵盖主要种
植业、林业和养殖业，包括水稻、玉米、
马铃薯、油料作物、林场、山羊、生猪等
36个项目，已覆盖全市所有涉农区
县，为全市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保障。
保险机构还在“精准脱贫保”基础上，
开发“产业致富保”及“产业收益保”系
列产品，为深度贫困乡镇已脱贫农户、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发展地方政府指
定的扶贫支柱产业提供保险保障，目
前已开发中药材、榨菜等20余个扶贫

系列特色保险产品。
三是大病健康有保障。重庆保

险业在普惠助力民生保障领域成绩
显著，承办了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
和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互助保险，经过
多年的探索实践，于2018年实现了
全市全覆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赔款
7亿元、赔付101.3万人次；城镇职工
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赔款29.4亿元、赔
付194.9万人次；重庆长期健康险发
展快速，辖内人身险公司长期健康险
业务年增速达43.12%。重庆银保监
局指导险企成立社会医疗保险服务
中心、医保管理中心、长护险服务中
心等风险治理部门，对接社保、专职
运营、具体承办，服务全市居民。重
庆市保险机构积极创新保险产品和
保障方式，进一步切实保障贫困人口
不陷入深度贫困，脱贫人口不再次返
贫。

历经70年的沧桑巨变，重庆保险
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站在新起点
上，重庆保险业将全面贯彻“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抓铁有印的韧
劲和实干，创造出新业绩，献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2019年8月8日，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向彭水县大垭乡5780名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捐赠总保额1.27亿元的保险保障

2018年4月16日，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与重庆市交巡警总队在全国率先启动警保联动服务模式

本版文图由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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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巴渝工匠年度人物”候选人公示名单
按照重庆市总工会《关于开展2019年重庆市“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暨寻找宣传发布“巴渝工匠年度人物”活动的通知》（渝

工办发〔2019〕31号）要求，寻找宣传发布2019巴渝工匠年度人物70名，经公开推荐、专家评审，现将“2019巴渝工匠年度人物”候选人名单公示如下：
1.公示时限：2019年9月9日至9月13日，共5天。
2.反映情况方式：以电话、传真和信函等形式向重庆市总工会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况必须用实名，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具体。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源大厦13层），邮编：400015。
电话：63617537 63862866；传真：63617537。

“2019巴渝工匠年度人物”公示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姓名

叶嗣荣

杨长江

康宁

汤伦华

黎琦

何克于

聂学均

张毅

刘宝玉

杜春兰

吕拥军

徐高海

何涛

赖铁壮

王峰

邓旭东

工作单位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渝都酒店重庆九重天旋转餐厅

重庆渝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

途作林杰科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忠县乌杨将军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南岸供电分公司运检部

重庆万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市地勘局208地质队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送变电公司张牵班

重庆市地勘局南江地质队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无人机部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渝东南变检班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罗晓刚

石波

周建

钟伟

邓修建

封帆

蒋祖国

樊庆彬

段美前

陈良

唐跃辉

唐生桃

蔡苏

李北鲁

庞方跃

吴雪明

张斌

重庆能源工业技师学院

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

铜梁区新艺龙灯彩扎厂

重庆公交集团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重庆邓氏厨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钢集团电子公司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远铃玻璃有限公司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

重庆市綦江区益创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

重庆百步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17 周远付 重庆梁山群星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陈平

潘文俊

赵东升

田毅

李宪洪

邹符良

陈皓波

石胜兰

秦勤

黄勇

丁志远

肖满湘

官伦

倪伟

张兴文

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草街电厂

重庆市万州区公路养护一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神州管道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奉节县胜兰蜀绣艺术工作室

重庆航发嘉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渭沱水力发电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财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航天火箭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上汽依维柯红岩车桥有限公司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黑石子餐厨垃圾厂

35

36

37

朱清海

刘军华

姜婷婷

重庆市勘测院

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公司储气库管理处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胡世泽

胡纪明

付祥

胡毅

郑晓明

王晓琳

谢维冬

单大琼

刘乔平

吴纯清

冯维彦

王玉俊

朱雪兵

渝新公司渝阳煤矿运输队

重庆中烟重庆卷烟厂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集团长江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大琼刺绣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龙凤工艺公司

重庆力劲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

西南铝高精板带事业部热连轧制造中心

53

54

55

56

57

吴钢

刘吉海

冉鹏

王黎阳

黄德勇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川庆川东钻探公司

重庆钵水斋漆器厂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