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 贺 单 位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 2012 年 9 月 4 日批准成立，由湖南
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铁路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大型企业发
起设立的人寿保险公司，注册资本 11.5 亿元，注册
地为长沙市，为湖南省第一家保险法人机构。

作为一家总部设立于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
株潭城市群的新型保险公司,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具有雄厚的股东背景, 良好的法人治理结
构,优秀的管理团队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公司倡
导“以培训力为基础和保障；以销售力为龙头；以

服务力为核心和根本；以创新力为关键”的四力文
化，致力于打造“创新”和“便捷”两大特色，矢志于
在产品研发、客户服务、核保核赔、信息系统等各
个环节进行创新。 借助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平台，公
司推出了“吉号通”、“如意通”、“一话通”和“E 柜
通”寿险新概念，通过设置客户专属号码、业务人
员专属号码、24 小时快捷服务热线和便捷的网络
自助服务等途径，全面确立了“投保易捷，理赔快
捷，流程简捷，服务便捷”四捷服务模式，实现了公
司、 员工、 业务人员和客户四方的良好互动和沟
通。

开业两年内， 公司分支机构将覆盖湖南全省，实
现建设省际大型寿险公司目标，同时，把湖南市场建
设成为公司未来走向全国的资本基地、 人才基地、服

务基地、培训基地、创新基地和大后援基地。开业两年
后，公司分支机构将铺向全国，实现建设“以客户为中
心，以创新为动力，以便捷为特色的专业化寿险公司”
目标。

择吉而立，携祥而发。未来，立志于解决国人健
康、养老问题的吉祥人将秉持“自立、感恩、和谐”的
企业核心价值观，牢牢抓住保险业转型升级历史机
遇， 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公司不断前进，促进公司
跨越式发展，打造新型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民族保
险金融企业，努力实现公司“让人人都拥有健康、养
老保障”之美好夙愿，助力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助
力人们构建吉美祥和的生活。

（排名不分先后）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司法厅
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卫生厅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地方税务局
湖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
湖南省旅游局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南省公司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
长沙市政府金融办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长沙市地方税务局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
长沙市雨花区政府金融办
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局
长沙市民办教育协会
衡阳市政府金融办
株洲市政府金融办
湘潭市政府金融办
邵阳市政府金融办
岳阳市政府金融办
常德市政府金融办
益阳市政府金融办
郴州市政府金融办
永州市政府金融办
怀化市政府金融办
娄底市政府金融办
张家界市政府金融办
湘西自治州政府金融办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
湖南省保险学会
衡阳市保险行业协会
株洲市保险行业协会
湘潭市保险行业协会
邵阳市保险行业协会
岳阳市保险行业协会
常德市保险行业协会

张家界市保险行业协会
益阳市保险行业协会
郴州市保险行业协会
永州市保险行业协会
怀化市保险行业协会
娄底市保险行业协会
湘西自治州保险行业协会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财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农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财信工程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湖南财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湘西财信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股权登记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台湾凯基证券
台湾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台湾人寿保险商业同业公会
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元诚国际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易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
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用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中心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长沙营业管理部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华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永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湖南鼎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高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华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泰格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中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众和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泛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碧升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诚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德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凤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腾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众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联益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育才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华泰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北京中汇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广州广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深圳市南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安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永州华众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诚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湘潭湘电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翰威特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号百信息服务分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
中铝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邮政公司

湖南省保安服务公司
湖南省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新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海普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德盛期货有限公司
湖南省体育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龙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湖南培源教育集团
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保险职业学院
长沙市民办学校协会
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华盛麓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省广东商会
湖南省人民医院
嘉丽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田汉大剧院
现代阳光健康管理集团长沙阜康体检中心
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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