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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

坚守保险本源 保障老百姓稳稳的幸福

新时代，赋予了人民对

美好生活新的内涵。

美好生活，是人民拥有

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的生

活。

美好生活，是人民拥有

学有所教、病有所依、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生

活。

用保险守护百姓的美好

生活，是中国人寿重庆分公

司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

用心、用情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金融保险需求，在参

与社会管理、提升民生保障、

助推乡村振兴上取得新进

展，朝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方向稳步前进。

2021年是中国信保成立20周年。这一年，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在各

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严格落实监管部门的要求，以服务地方开放型经济发展为己任，紧紧围

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担当作

为，守土尽责，为重庆市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坚守本源
让群众感受保险温暖

寿险是以人身风险为标的的金融
产业，与人民群众关系紧密。为老百
姓保险需求办实事，中国人寿重庆市
分公司为其提供有情感、有温度、有速
度的保险服务。

2021年1月-11月，中国人寿重
庆市分公司为客户提供理赔服务45
万次，理赔金额超13.48亿元，获赔率
99.7%。从理赔金额分布来看，医疗赔
付占比最高达到60%，重疾赔付占比
18%，身故及伤残赔付占比22%，有效
分担了群众医疗费用支出压力，增强
其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

借助强大的理算引擎，今年前11
个月，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全流程
智能化处理赔案占比超87%。通过寿
险APP、微信理赔、销售人员e店理赔
等线上通道，为客户提供E化服务42
万次。以科技赋能，理赔直付服务客
户超27万人次，提供入院即报案，出
院即结算的理赔服务，最快理赔案件
秒速到账。

保障民生
满足群众真切需求

如果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答
了金融保险业发展的价值理念问题，
那么“紧紧依靠人民”则回答了力量源
泉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找
准民心所向，不断解决好老百姓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植根人民群众医疗保障需求，中
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在市医疗保障
局、重庆银保监局指导下积极参与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普惠型商业补充医
疗保险“重庆渝快保”等业务，运用市
场化的保险机制，专业化的保险服务，
参与公共服务管理。

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全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的决策部署，积极参与应对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中国人寿义不容
辞的责任。来自重庆市民政局数据显

示，全市 65 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
547.36万人，占比17.08%，65周岁以
上常住人口老龄化率居于全国第二。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健康
养老、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共同愿望。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推出适合不同
风险偏好和不同年龄阶段的生命周期
养老保障产品。今年6月，作为专属
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单位，中国人寿重
庆市分公司启动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
养老保险在渝试点销售，满足新业态
和灵活就业群的养老需求。

今年12月6日，重庆市医保局会
同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扩大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实施意见》，2022
年将在全市所有区县推行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

重庆长护险试点工作，中国人寿
已连续参与了3年，为巴南区、大渡口
区及垫江县21万城镇职工提供了长
护险经办服务，较好满足了当地老年
人口中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需求。
结合3年试点经验，中国人寿将持续
助推长护险在全市的全面推广，积极
探索养老、康复、医疗、护理等服务有

机整合。

乡村振兴
为群众提供兜底保障

2021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
对于刚刚脱贫的一部分人来说，往往
难以抵御灾害、疾病、失业等风险。

秀山县的低保户崔琳（化名）感到
有些焦虑，16岁的儿子4月被查出先
天性心脏病，“我当时就想，这下子完
了。手术费用这么高，怎么办？”

家住涪陵区的方芳（化名）也在发
愁，随着进入华中科技大学读研，每年
学费开支达2万元。

医疗费、学费……上升的支出，给
崔琳和方芳这样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
压力。中国人寿将像崔琳这样的“边
缘易致贫户”和方芳这一“脱贫不稳定
户”列为重点关注的承保对象。

过去，很多群众“小病靠拖、大病
靠扛”。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人寿重庆
市分公司对全市建档立卡已脱贫人
员、重点监测人员以及妇女、儿童、老

年人等特殊群体进行分类保障，满足
其多样化保障需求，让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在秀山县，中国人寿结合当地居民
实际需求，建立了巩固脱贫保、小额保
险、少儿大病救助、银龄安康、女性安
康、村建保在内的多重保险保障。

当崔琳接到中国人寿秀山支公司
工作人员吴仕仙电话时，有些吃惊，

“你怎么知道的？”
通过县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地方

乡政府定期走访，一旦发现需要帮扶
的对象，中国人寿就会及时开展核
查。此次，崔琳为儿子手术自付医疗
费达5.8万元。吴仕仙为其申报生命
绿茵少儿大病救助项目，崔琳获得
3.83万元救助金。

与大数据筛查方式相对的，是老
百姓的自主申请。在涪陵的方芳，将
民政惠民济困保申请单递交给了中国
人寿，开学前便获得了5000元的升学
补助金。

今年下半年，重庆在全市22个区
县开展综合防贫保险试点工作，为符

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打捆购买综合性商
业保险，涵盖医疗补助、意外身故或残
疾、房屋损失及升学补助四大类保险
责任。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积极参与
到该项试点工作中。 在秀山县，当吴
仕仙发现崔琳一家人也符合承保条
件，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在已有的政策性制度保障基础上，崔
琳儿子出院后，还将获得综合防贫保
的医疗补助。

2021年，中国人寿巩固脱贫保为
9.2万人次困难人口提供4006万元赔
偿，政策类保险业务为15万人次提供
5400万元赔偿，运用保险风险保障机
制，有效化解农村居民返贫致贫风险。

着眼于更美好的未来，中国人寿
重庆市分公司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
保险回归本源，发挥减震器作用，助推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愈发牢靠，让老
百姓心里暖暖的，幸福稳稳的。

王秋思
图片由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提供

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服务开放型经济发展

强化担当
扎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
确出口信用保险作用，要求“扩大出
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优化承保和理赔
条件”。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认真落
实有关部署，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
险规模和覆盖面，加大对辖区重点产
业、重点企业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
运用出口信用保险拓展出口业务，积
极应对国际市场风险。2021 年 1
月-10月，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为重
庆外经贸发展提供63亿美元风险保
障，同比增长29%，切实增强了企业
的安全感。

主动作为
不断提升小微企业服务

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在19个区
县建立了小微企业统保平台，为年出
口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小微出口
企业量身定制“小微企业信保易”专
属产品，通过外贸“单一窗口”为小微
企业提供网上投保等服务，开展小微
企业服务节活动，推出“小微学院”、
资信红绿灯等免费服务，为小微企业
开展送培训、送专家、送融资、送赔
款、送资信等活动。2021年1月-10
月，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支持572家
小微企业出口4.6亿美元，切实增强
了企业的获得感。

多措并举
努力缓解外贸企业融资难题

2021年，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
协助市商务委等优化出口信用保险

保单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政策，增加
资金池规模，扩大企业覆盖面，提高
单笔风险补偿金额上限，扩大合作银
行数量，以“政府+银行+保险”的方
式为企业提供保单融资服务，和多家
银行合作推出“白名单”政策，既促进
外贸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又帮助银行
防范风险，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得到了政府、企业、银行等合作单位
的一致肯定。2021年1月-10月，中
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帮助51家出口企
业提供保单融资增信支持约2亿美
元，同比增长14%，切实增强了企业
的幸福感。

锐意进取
大力推进数字化服务

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坚决贯彻
数字化转型要求，致力于通过科技赋
能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成立分公司
企业级业务架构项目应用推广工作
领导小组，在全公司系统内率先实现

客户“信步天下”APP百分之百绑定，
助推客户企业第一时间掌握全球重
点国别、行业等风险资讯，获得与自
身业务密切相关的精准营销和服务。

坚守底线
全面加强风险防控

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主动加强
自身风险管理，制定风险管控行动方
案，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完善内控合
规体系，强化反洗钱能力建设，通过
整改补短板、夯基础、强管理，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业务质
量明显提升，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下一步，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将
坚决贯彻落实国家、辖区政府、监管
部门以及总公司的各项要求，深入推
进“336”战略，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
机构的作用，为重庆市开放型经济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图文由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提供

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东风，重庆正以建设中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西部金融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为目标，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

平安普惠作为陆金所控股旗下零售信贷服务机构，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在服务重庆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优势、精准施策，全力以赴唱好“双城记”的和声。

平安普惠重庆分公司

当好金融“助推器”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添动力

智慧金融 赋能小微有技巧

小微企业作为经济的“毛细血
管”，其发展是重庆经济中的重要环
节，是创业、就业的重要渠道、技术创
新的重要力量。重庆市政府出台《重
庆市完善小微企业扶持机制实施方
案》，指出要加强小微企业的金融支
持，从根本上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慢、融资贵”等融资难题。

平安普惠重庆分公司紧扣“六
保”、“六稳”要求，把服务实体经济与
服务国家战略相结合，落实“增量扩
面，提质降本”的工作目标，精准施策
为实体经济输送金融“活水”。平安
普惠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作用，重点攻
坚小微信贷服务中时效最慢的抵押
贷款，助力推动政府社会服务全线上
化，将“宅e贷”升级为全线上办理，
解决了传统抵押贷款流程时效慢、跑
动多、材料多的痛点，让数据“多跑
腿”、客户“少跑路”，以智慧金融，赋
能小微提质、降本增效。

重庆小微客户常先生，通过平安

普惠“宅e贷”全线上服务，申请的次
日就收到了贷款。平安普惠重庆分
公司高效的服务质量、极致的借贷服
务体验，深受常先生好评。

今年，平安普惠重庆分公司“宅
e贷”全线上服务已为近9000个小
微企业提供超33亿元资金支持，凭
借科技优势连接金融资源和长尾小
微群体，解决小微融资“最后一公里”
和“首贷难”问题。

服务实体“专精特新”有方法

为将金融服务扩展至更多“专新
特精”潜力小微企业，平安普惠推出
的“4+1”重点行业小微扶助计划，为
重点行业小微企业主提供提额降费、
周转灵活等扶助措施。

重庆某科技企业，因技术开发资
金投入较大，导致资金链吃紧。通过
平安普惠“4+1”重点行业小微扶助计
划的帮助，解决130万元资金缺口，及
时解决企业技术开发及经营难题。

截至11月底，平安普惠重庆分
公司通过“4+
1”重点行业小
微扶助计划已
帮 扶 超 1000
名 小 微 企 业
主，提供近4亿
融资，平均单
笔贷款金额高
达 38.2 万元。
其中智能制造
业、创新技术
行业信贷扶持
金 近 5000 万
元 ，为“ 小 巨
匠”潜力企业

融资提额降费效果明显。

服务“三农”乡村振兴有思路

近年来，平安普惠聚焦重庆“三
农”领域的融资现状，积极多角度探
索“创新三农服务模式”，希望以此带
动“三农”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创新三农服务模式”与重庆市级农
担集团合作，为当地新农村人产业基
地、偏远山区农户提供资金支持。

重庆水稻之乡永川区，以家庭为
单位的传统生产模式，经营规模小，
以人工插秧、收割为主。平安普惠重
庆分公司依托市级农担合作平台，短
期内解决农户融资难、融资慢问题，
从申请到放款72小时内全部完成，
为当地种植农户升级到标准化、机械
化生产提供担保和资金支持，极大地
降低了“靠天吃饭”的风险。该项目
已覆盖重庆30个区县，投入5616.5
万元。

成渝地区是我国西部地区人口
数量最多、人才聚集最密、产业基础
最好、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
发展潜力最大的优势区域。平安普
惠重庆分公司坚持服务小微、辐射三
农，勇当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排头兵，积极扩大金融覆盖广度
和深度，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努力做到“普”与“惠”相结
合。加强服务创新意识，对于“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加强资源配套、专属
方案等全方位保障，为科创企业提供
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有
效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在新发展
格局下为成渝发展描绘壮丽新画卷。

图文由平安普惠重庆分公司提供

中国信保重庆分公司赴小康汽车生产一线开展服务调研

平安普惠重庆分公司线下服务小微助力小微发展

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在开州区为村民讲解中国人寿重庆市分公司在开州区为村民讲解““村建保村建保””保障范畴保障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