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杨跃伟 执行主编：吴越
联系电话：18673167218��
电子邮箱：1070980659@qq.com

金融专刊 第 38 期

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湖南日报社 主办

2016年3月24日 星期四08 专 题

3 月 7 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以下简
称人保集团）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在北京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政策性农业保
险及相关“三农”保险、民生类保险、重大
项目保险、责任信用保险、船舶货运保险、
支农支小贷款保证保险及投融资合作等
领域深化战略合作。

该“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很快引起
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保险企业积极落实保
险业“新国十条”及“省七条”的有力举措，
能有效对接政府职能转变后经济社会发
展所释放出来的保险需求，并大力提高服
务地方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的
能力和水平。

就此，本刊专访了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总经理周有颖。

问：适逢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供给
侧改革”、“创业创新” 等已成为人们的共
识，人保集团与湖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意义重大。

周有颖：是的。 这次人保集团与湖南
省人民政府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在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央企业迅速贯彻
落实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的“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大
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等重要指示
的生动实践。 作为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中
国人保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对接
中央政策，持续助力经济社会转型。 此次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明确了双方未来合
作的方向和领域，既有保险主业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合作重点，又有险资入湘支持
产业振兴的项目准备， 具有高度的契合
性，探索创新了多样化的互动模式，必将
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

问： 作为人保集团驻湘省级机构，人
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在推动战略合作协
议落地、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将有
哪些新的作为？

周有颖：长期以来，我们人保财险湖
南省分公司紧密服从和服务于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着力提升公司支持地方经
济建设、参与民生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
的深度和广度，大力推动责任保险、农业
保险、民生保险、健康保险等业务的发展，
全面彰显了公司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 2015 年，公司累计承担社会风
险责任 76903 亿元， 是全省 GDP 的 2.65
倍，处理各类赔案 90 多万件，上缴和代收
税款突破 10 亿元， 为一万多人提供了就
业岗位, 连续多年被湖南保监局评为湖南
省车险理赔服务质量第一名、全险种理赔
A类。 作为大型国有保险骨干企业的驻湘
机构，湖南人保财险充分发挥了行业的排
头兵和主力军作用。

在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过程中，省
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指出，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是我国最早的金融机构，经过
多年努力，在服务大局、开拓创新中取得
了骄人业绩，为湖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与人保的各个合作领域，
湖南将一一对接，积极实施推进。 根据协
议约定， 双方将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政
策性农业保险及相关“三农”保险、民生类
保险、重大项目保险、责任信用保险、船舶
货运保险、支农支小贷款保证保险及投融
资合作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并建立相应
工作机制确保合作协议有效落实。 我们将
以此为契机，在省委、省政府和上级公司
的正确领导下， 深入贯彻创新、 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强力推动战略
合作协议的有效落地，更加积极主动融入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进一步发挥
好现代保险服务业的重要功能作用，为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问：湖南作为农业大省，从中央到地
方都非常重视“三农”工作，在协议中更是
明确了省政府将重点支持人保公司在“三
农”领域的工作。 在“三农”领域，我们将推
出哪些新举措？

周有颖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
年，也是中国人保实施新时期农村保险战
略的第十年。 前几天，人保集团刚刚向全
国系统下发了《关于坚持发展新理念推动
农村保险升级扩面的指导意见》。 我们将
认真贯彻落实集团要求，根据湖南农业产
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
要，在进一步办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及现有
相关特色农险的基础上，推动水稻、育肥
猪等主要农产品的“提标扩面”，充分发挥
自身专业优势，加大创新力度，不断丰富
农业保险产品体系。 面向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计推出涵盖农业
生产和农业的基础设施设备、生产机具等
流通全流程的一揽子风险保障方案，满足
多层次农业保险需求。 积极适应农业保险
保障范围由传统的产量损失补偿向市场
风险补偿转移扩展、 产品从“保成本”向

“保价格、保收入”转变的趋势，进一步细
化市场，不断开发推广价格型、收入型等
保障水平更高的新兴农险品种，在政府的
支持下， 积极试点承办水稻制种保险、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 农作物天气指数保险
等，不断扩大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服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大农业保险
发展新格局。

问：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民生类保
险、责任保险、重大项目保险等方面，将有
哪些具体举措？

周有颖：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将为
湖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城镇职工和城
乡居民社会保险的各种补充保险、工伤意
外补充保险、各类养老和医疗保险经办服
务、农民养老健康保险、被征地农民商业
补充养老保险、村干部养老保险、农村小
额人身保险等民生类保险提供优质服务，
不断完善湖南社会保障体系；在民生保险
方面，我们将加快农房保险、低收入人群、
志愿者、孤儿、独生子女家庭、残疾人、进
城务工人员等特殊人群一揽子意外伤害
保险、一元民生保险等民生保险类业务发
展，力争实现全省覆盖；积极参与计划生
育保险、个人消费信贷保险、小额贷款人
身险、支持所属子公司与湖南医疗服务机
构合作，构建城乡医疗救助体系。 积极探
索开办巨灾保险，创新推出扶助贫困人群
的保险机制。

在责任保险方面， 我们将服务湖南
“制造强省”战略，大力发展重大装备及首
台（套）产品质量责任保险，并将持续加大
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 医疗责任保险、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住宅工程质量保险等
事关国计民生领域责任保险的发展力度，
协助建立和完善社会意外事故救助及纠
纷解决机制，积极服务湖南社会管理体系
转型升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在重大项目保险方面，我们将大力发
展政府投资项目或政府采购的相关保险

业务，积极承保公安、政法干警意外伤害
保险、社区综合保险、政府救助综合保险，
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地铁、轻
轨等重大建设项目的保险配套工作和风
险管理及咨询服务。

问：人保集团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
发起设立的“湖南（人保）中部崛起产业振
兴基金”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有颖：作为人保集团与湖南省人民
政府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次签
约会上，人保集团旗下人保资本投资管理
公司与湖南财信金控集团代表双方签署
了《湖南（人保）中部崛起产业振兴基金合
作协议》，共同发起设立“湖南（人保）中部
崛起产业振兴基金”。 这是在新常态下地
方政府用活用好资本市场、主动推动产业
整合和转型升级的重大创新，将在市场上
树立新的标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按
照方案， 该基金初始规模为 200 亿元，人
保集团出资 140 亿元， 依照协议运作模
式， 母子基金的总规模将超过 400 亿元，
并带动银行贷款 600 亿元，累计撬动社会

资本有望达 1000 亿元， 将成为国内保险
行业投资产业基金的最大单笔投资，也是
国内险资一次性大规模投入实体经济第
一单。 该基金是人保集团与湖南省人民政
府通过市场化的操作模式、在产品合作上
的一大创新，开创了“险资入湘”新模式，
将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多层次、 多渠道、
多元化的综合金融服务。 基金成立之后，
将通过资产证券化、增资扩股和并购等方
式，围绕基金约定的符合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的相关产业展开整合升级工作，在
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提高保险资金使
用效率的同时，助力湖南“中部崛起”。

除了这次 200 亿元“中部崛起”产业
基金外， 人保集团此前已先后在衡阳、岳
阳、常德等地实行项目投资 35 亿元，并正
在与永州、益阳等地积极对接，加强合作，
全力支持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成立
“保险研究课题组”，其目的是什么？

周有颖：双方指派相关部门和单位共
同组成保险专业研究课题组，目的是通过
学术研讨和课题攻关这种方式，集中双方
人力智慧，加强彼此交流互动，将战略合
作事项常态化、具体化，以有效推动战略
合作落地。 具体将围绕“新国十条”和“省
七条”， 针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民生保
险、责任险、农险、意外健康险、巨灾保险
等重点领域，特别是针对政府职能转化释
放的保险需求和百姓需求旺盛的保险领
域进行专题研究，量身打造，设计方案，制
定措施， 健全完善保险服务社会管理、民
生保障、经济补偿、经济流通等职能，充分
发挥保险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
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保险业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社会管理和民生保障的力度，为湖
南“中部崛起”插上腾飞的翅膀。

人保财险
湖南省分公司
总经理周有颖
接 受 专 访 。

杨天午 摄

吴 越 刘正旭

为湖南“中部崛起”

———就中国人保集团与湖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专访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周有颖

日前， 长沙三湘大市场代表将
一面印有“人民保险为人民，尽职尽
责暖人心” 的锦旗送到人保财险长
沙市分公司理赔中心， 感谢该中心
在“11·29”三湘南湖大市场火灾事
件理赔工作中尽职尽责， 帮助受灾
商户和市场方解了燃眉之急。

2014 年 11 月 29 日，长沙三湘
南湖大市场发生大火， 造成 425 户
经营户受损。 事发后，长沙人保财险
理赔人员在现场加班加点 15 天，完
成查勘工作， 最终支付赔款共计
3495 万元，得到了政府、商户和市场
方的高度赞扬。 （罗杰斯）

3 月 20 日下午， 衡阳市衡南、
常宁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 局部地
区突降冰雹， 冰雹最大直径达 3 厘
米，给辖区内汽车、建筑物等财产带
来不同程度的损伤。

事发后， 人保财险衡阳市分公
司迅速启动灾害天气应急预案，调
集查勘定损人员，广布定损网点，通

过微信、 短信等广泛发布灾情信息
和理赔信息，简化理赔手续，提高定
损效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1 日
中午 12 时，该分公司已成功受理各
类报案近 600 件。目前，现场查勘及
损失统计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中。

（罗红东 段海文）

冰雹灾害发生之际，人保财险衡阳分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救灾。
段海文 摄

迅速启动冰雹灾理赔应急响应

插上腾飞的翅膀

长沙人保财险优质理赔服务获赞誉

浦发银行发布“浦商赢———
电子商务平台金融服务方案”
日前，浦发银行正式发布“浦商赢”———电

子商务平台金融服务方案。 该方案从电商服务
平台以及买卖双方在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出发，
整合电商平台的资金流、信息流、货物流，形成

“四大模块 + 两大保障” 的完整电子商务产品
体系，通过内部资源整合，为电商客户推出“七
大特色”优质服务。 （赵书生）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开展“权益日”宣传活动

自 3 月 1 日起，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在全辖
各营业网点开展为期半个月的“金融消费者权
益日”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宣传金融消费
者享有的各项法定权利， 增强金融消费者的风
险防范意识和为自己决策承担责任的意识。

（赵书生）

浦发银行连续八年参与
“地球一小时”行动

3 月 19 日晚间，浦发银行连续第八年参与
“地球一小时”活动，通过倡导可持续消费和生
活方式，带动员工、客户及社区共同履行低碳环
保的社会责任。 （赵书生 周颖）

太平人寿年度工作会上
员工积极建言献策

日前，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召开 2016 年
度工作会议， 总经理陈先敏作了题为“争先进
位，保四争三，扎实推进精品战略”的主旨报告。
随后，三名副总经理分别对个险、银保、保费和
运营进行了工作总结及部署。会上，部分优秀机
构负责人给大家作了经验分享， 随后进行分条
线和分机构讨论，大家积极建言献策，形成了具
体的工作思路。 （冯琼 周航）

太平人寿紧急救援
京港澳高速岳阳段交通事故
3 月 19 日晚，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闻讯后，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和岳阳
中心支公司上下联动，立即启动应急处理预案，
开启绿色理赔通道， 火速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当
地医院探望 12 名受伤人员。

（缪智鹰 彭亮）

太平人寿开展“3·15”宣传活动
3 月 15 日，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员工走上

长沙市街头，参加“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活动，为广大市民讲解保险知识，解答疑难问
题，传播太平文化。其下辖各中心支公司也纷纷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3·15”户外宣传活动。

（周航 周颖）

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
斩获两项殊荣

日前， 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被评为“2015
年度湖南保险业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湖南
省保险行业协会分别于 2012 年、2014 年、
2015 举行了这项评选，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三
次蝉联。同时，办公室员工被评为“2015 年度湖
南保险业新闻宣传工作优秀通讯员”，这也是其
第七次获此荣誉。 （王志平 周颖）

泰康人寿传递正确保险理念
3 月 15 日，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及全省多

地机构均开展了以“诚信保险，自主消费”为主
题的“3·15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 在校
园、社区、商场等人流聚集地分发资料，提供现
场咨询服务，传递正确的保险理念。

（王志平 周颖）

苗乡小辣椒撬动大产业
“有了这一批贴息贷款后，我今年打算再种

100 亩，依托合作社，把辣椒种植产业做大，带
领大家发家致富！”在大高坪苗族乡地了村朝天
椒种植基地，种植户周家全说。

大高坪苗族乡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西南
部，因地处高山，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该
乡党委、政府积极引导农户发展农业产业，目前
基本形成百合种植、南竹、高山蔬菜、高山茶叶、
油茶、黄牛养殖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拓宽
了农民增收的路子。 （吴朝鹏 伍仕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