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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东莞人保财险：

助力东莞经济腾飞 年税收总贡献6亿元

就如何为品质东莞建设“输血”，助

推东莞“有品质”发展问题，近日，中国

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

（下称 “东莞人

保财险”）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东莞人保财险自1979年保险复办

以来，扎根东莞40年，见证了制造业立

市的东莞城市发展的辉煌，更见证了东

莞保险业作为金融发展的一部分。 2003

年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营业网点数

量为36个，截至2019年，营业网点已增

加至53个，覆盖全市各镇街。 保险经营

从无到有， 从公司可追溯的统计表明，

1999年东莞人保财险保费收入不足3亿

元。 时至今日，东莞人保财险在2018年

保费收入已达48.4亿元，税收总贡献6亿

元，并连续十年成为全国人保系统地市

级经营业绩50强分支机构。

服务高水平崛起，助力转型升级

据介绍，东莞人保财险配合市科技

局，推出政策性科技保险（13个险种）和

专利保险（5个险种），为全市200余家科

技企业提供生产资料、关键设备、研发

等风险总额350亿元，为全市600多个专

利项目提供风险保障2000多万元；为助

力当地经济实体发展，东莞人保财险积

极发挥资金和保险服务优势，联合银行

推出科技企业贷款保证保险项目，累计

为全市科技企业提供贷款94笔，贷款总

额2.8亿元。

另一方面，配合市住建部门，推出

农民工工资保函项目，以1%左右的低成

本，为各类工程施工企业释放资金总额

9.2亿元；配合市外经贸部门，推出出口

信用保险， 为全市940家出口企业分担

应收账款风险9亿美元；推出关税保函，

为超过100家企业出具关税保函500份，

累计承保金额7亿元。

在金融创新方面，东莞人保财险通

过建筑工程险、完工履约保证险、投标

保证金保险作为试点企业提升资金周

转效率，降低成本。 通过贸易信用险、产

品责任险、 货运险保障产品销售全流

程，扩大企业生产规模；通过首台

（套 ）

保险、新材料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为

试点企业科技创新提供风险保障，加快

企业科技转型，促进产业升级。

融入社会综合治理，扩展民生领域

东莞人保财险围绕社会热点问题，

主动融入地方社会治理工作。 2018年，

东莞人保财险承办全市社保人群重大

疾病医疗责任保险项目， 为全市近600

万社保人群提供重大疾病风险保障,并

主动引入直升机转院服务；连续四年以

首席承保人身份承保全市公立医院提

供医疗责任保险服务，并逐步向民营医

疗及社区医院扩展，成功解决了医患纠

纷问题；东莞人保还在全市率先开办诉

讼保全责任保险，累计为东莞土本当事

人提供了约80亿保额的担保，担保案件

超5000宗；在全国第一个落地了悬赏保

险、 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 并在

2018年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签订执

行救助保险协议，实现了东莞市司法诉

讼领域风险的全覆盖。

在特殊人群保障方面， 东莞人保

财险承办了全市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

责任险， 为全市近万名精神障碍患者

监护人及其家庭， 提供风险保障； 在

安全生产领域， 东莞人保财险还配合

市安监局， 在全市推广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 在三农领域， 东莞人保财险连

续十年承办全市农房保险， 独家承办

东莞市政策性水稻、 玉米、 岭南特色

水果等保险， 年均承保面积1万亩， 每

年为全市1600多户农户提供保险保障，

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抗风险能力， 保

障了东莞农业生产的稳定和灾后自救。

在脱贫攻坚领域， 推出扶贫保险方案3

个， 所括责任险类和“医食住行教”

扶贫保产品， 全力在东莞次发达村中

推进。 同时， 还积极围绕全市对外扶

贫攻坚任务， 积极落实配套产品方案，

协助东莞市对外扶贫。

推动险资入莞，服务科技金融

一直以来，东莞人保财险都秉承着

中国人保的优良传统，为东莞市的经济

建设、社会繁荣、人民安康提供企业财

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

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建筑工程保

险、航空航天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农业

保险和各种责任保险及意外伤害险、短

期健康保险等400多种保险服务。 此外，

该公司加快创新步伐，不断扩大险种服

务领域，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先后推出

了专利保险、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

国内短期贸易信用保证保险等险种，得

到东莞市政府充分肯定。

东莞人保财险介绍， 将继续深化科

技保险项目推广， 将其打造成全国科技

保险名片；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引导中国

人保集团250亿元支农融资资金和120亿

健康养老基金在莞落地； 继续推动集团

人保资本和人保资产与东莞市政府接

洽，在东莞基础建设、轨道交通以及科技

创新等方面加快投资布局。目前，人保资

本已初步形成了投资意向。

东莞平安人寿：

助力更多人获得安全感

提升幸福生活指数

“2018年平安人寿东莞中心支公司

企业纳税贡献4.9亿元， 是南城街道金

融服务企业纳税第一名， 为全市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近

日， 就如何为品质东莞建设“输血”，

助推东莞“有品质” 发展问题， 平安

人寿东莞中心支公司

（下称 “东莞平

安人寿”）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 截至去年底， 东莞平安人寿在

全市共设立13个营业部、 29个营销服

务部， 营业网点基本覆盖东莞各镇街，

服务东莞225万个人寿险客户。 致力通

过向广大市民不断地推广保险保障，

让更多的人获得安全感， 提升幸福生

活指数。

为市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保险业助推东莞‘有品质’ 地发

展， 首当其冲就是服务实体经济。” 东

莞平安人寿介绍， 当前实体企业经济

各类企业面临众多风险挑战， 这些风

险挑战需要保险来提供风险保障、 化

解风险， 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保险

可以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 保险创

新结合科技创新使企业更好地得到金

融支持。

作为寿险公司， 助力东莞“有品

质” 的发展， 东莞平安人寿发挥最大

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市民个人及其家

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市民的幸

福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2018年， 东莞

平安人寿全年累计新增保额2253.1亿

元， 客户累计领取生存金4.3亿元， 通

过向广大市民不断地推广保险保障，

让更多的人获得安全感， 提升幸福生

活指数。

东莞平安人寿讲述， 东莞目前正

全力打造“湾区都市， 品质东莞”。 正

如这座城市精神一样， “厚德务实，

海纳百川”， 创新实干才能把它推向新

的高度。 东莞平安人寿紧跟湾区发展

的步伐， 机构一把手侯勇曾在媒体采

访时表示， “我们倡导‘敢想、 敢做、

敢为’ 的实干精神， 让每个人发挥自

己最大的价值， 共同把企业做大做强，

就是个人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 大

湾区的建设发展背后必定会成长一批

优秀的企业壮大发展， 我希望抓住这

个机遇， 将平安人寿东莞中心支公司

跃上新的发展高度， 更好地为全市的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逐步向科技型的寿险公司转型

东莞平安人寿讲述，中国平安一直

保持着快速、健康发展，近16年来，公司

总资产、总营收、净利润、纳税额复合增

长率近30%。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业务发

展模式从单一保险到综合金融，再到深

化“金融+科技”、探索“金融+生态”的变

化，中国平安战略布局正一步步地跻身

世界级优秀企业的行列。

截至目前， 平安集团旗下专业子

公司包含平安寿险、 平安产险、 平安

银行、 平安普惠、 平安证券、 陆金所

等已有18家机构入驻东莞金融市场，

为客户提供保险、 银行、 投资等全方

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平安寿险的业

务贡献可谓是平安集团的“中流砥

柱”， 在2018年前三季度， 平安寿险及

健康险业务实现归母净利润458.95亿

元， 同比增长24.3%， 占集团合并归母

净利润的57.8%。

东莞平安人寿作为平安的一份子，

在寿险总部的战略规划指引下，坚持价

值经营， 在紧抓核心业务发展的同时，

重点突破综拓业务。 依托集团平台优

势，2018年， 东莞在个险综拓渠道实现

全年业务规模达344亿元， 同比增长

14%。在目前东莞的18个渠道中，寿险贡

献占比达60%的有9个，综合金融发挥的

协同效益日益显著。

2019年， 中国平安更新了品牌标

识，将“金融+科技”更加清晰地定义为

平安的核心主业。 东莞平安人寿表示，

2019年，东莞平安人寿将围绕公司未来

三年发展规划，从代理人队伍组织发展

架构调整和员工潜才培养两方面双管

齐下，以人为本，激发内驱动力。 围绕总

部“金融+科技”战略，深耕“四化”，搭建

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全面打通内外勤

边界线，满足公司新业务模式孵化和科

技创新快速发展需要，逐步向科技型的

寿险公司转型，最终实现战略目标的达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