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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
十年，极不平凡的跃迁，铭记了中邮保险从零开

始的创业。
风雨兼程，一组持续攀升的曲线，见证筚路蓝缕

的开拓———
总资产由开业首年的 5 . 1 亿元增至 1687 亿元，

年均增长 66 . 3%；
资本金由 5 亿元增至 215 亿元；
开业第 5 年即实现盈利，并保持持续盈利；
累计营业收入 2922 亿元，年均增长 53 . 3%；
累计保费收入 2658 亿元，年均增长 51 . 9% ……
岁月如歌，一支追求卓越的团队，接续不忘初心

的奋斗———
从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的狭小办公室开始，实现

在 20 个省份、277 个地市、1453 个县(市)、31074 个
网点全面展业，成为近十年来建设最快、范围最广、网
点最多的寿险公司；

综合竞争力连续 8 年保持行业前十，经营能力、
发展潜力等关键指标名列前茅……

十年，一步一个脚印，中邮保险人坚守保险本质，
坚定价值成长，坚持“服务基层、服务三农”和“低成
本、广覆盖、高产出”，走出了一条以小额保险为切入
点、以促进城乡保险业均衡发展为着力点，兼顾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特色邮政保险发展之路，开启了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不凡征程。

坚持依托、依靠、依恋邮政，以舍我其谁的精气
神，为邮政服务勇闯新路，为脱贫攻坚再立新功

在河南光山，中邮保险是一个暖心的名字。
2017 年至 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重点帮

扶村村民从中邮保险领取了无偿赠送的意外伤害保
障，累计风险保额达 80 余亿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
贫困家庭因意外致贫、返贫情况的发生。

在精准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中，义无反顾地承担
起了国有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持续在全国多地推进
保险精准扶贫。

在陕西商洛，开展信贷保险扶贫，解除扶贫贷款
申请人因意外造成无法还款的后顾之忧；在湖南永
顺，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提供“扶贫特惠保”服务；在
江苏扬州，与扶贫办合作开发“中邮安心小额扶贫保
险”；在四川凉山、南充赠送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贫困人口提供 192 亿元风险
保额，2018 年荣获“中国保险业精准扶贫方舟奖”。

“走再远的路，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009 年
9 月 9 日，中邮保险以向 3 位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
农民工赠送保险的形式，宣告了它的诞生。

面对城乡保险业发展不均衡的情况，面对低收入
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对人身保险的迫切需求，中邮保
险毅然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业之路——— 以广大
中西部地区和农业大省为重心，面向基层敞开保险的
大门。十年来，70% 以上的业务及服务均在县及县以
下地区，有力促进了城乡保险业均衡发展。

“信送到哪里，中邮保险就到哪里。”中邮保险人

的足迹深入县乡村寨，在偏远地区设立流动保险服务
站，把服务延伸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一次次走村串巷的走访调研，一回回推心置腹的
攀谈交流，换来了一批批接地气、带热气的保险产品。

“富富余”“绵绵寿”“贷贷喜”“禄禄通”“年年
好”……这些喜庆吉祥的名字，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走进城镇乡村，成为老百姓口口相传、耳熟能详的
保险代名词。

从几十元到不超千元的“三农”和小额保险，到
“交几年领几年”的储蓄型养老保险，再到业内首创的
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体恤金保险，价格低廉、保障适度
的产品广泛覆盖了理财、养老、教育等多种保障功能
的差异化需求，成为了老百姓“看得懂、买得起、用得
着”的好产品。

邮政保险的宗旨是什么？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
么？

越是深入基层，中邮保险人的体悟就越深刻；越
是走进百姓，中邮保险人的初心就越火热。

坚持不办周年庆典，而是连年组织开展“送知识、
送温暖、做调研”三下乡活动；精心开展“五年，五天，
五座城市，五种团聚”公益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和留守
儿童；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
需求；组织健康义诊，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体检……

一条条邮路，印刻着中邮保险人坚持不懈的脚
步；一张张保单，记录着基层老百姓欣然认可的满
意……十年间，星星之火展开燎原之势，百姓口碑铸
成惠民品牌。

坚定价值成长的创新战略，以主动担当的使命
感，趟出行业特有的发展模式，取得令人瞩目的转型
成效

以 1935 年当时的邮政部门经营简易保险业务为
起点，邮政保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在中国的现
代保险体系中，邮政办保险，是一种创举，更是一种挑
战。

无前例可循，无捷径可走，如何克服业务成本高、
风险管控难等现实瓶颈？

依托邮政独一无二的渠道优势，中邮保险开创性
地搭建了“自营+代管”的特色发展模式，实行“四级架
构、五级运作”，建立起以邮政网点为主阵地“基本
线”、以邮政投递员和营销员为主力军“流动线”、以
“三农”服务站和村邮站为基点“延伸线”的“三线并
举”保险营销体系。

短短十年间，累计服务客户 1123 万人。
这种生动而又独特的营销策略令世界领先的瑞

士再保险、慕尼黑再保险的专家们惊叹：特有的发展
模式、丰富特色的产品和高效快捷的流程，成就了中
邮保险的骄人表现！

坚持“产品有内容，服务跟得上”，致力构建“经营
重心下沉，服务端口前移”的运营体系，搭建集核心业
务系统、财务系统、监控系统、呼叫中心于一体的实时
性信息交互管理系统，实现产品和服务“广覆盖、快响

应、深拓展”，最大限度方便于民。
坚持以科技赋能为牵引，所有网点全部实现实时

出单和零现金交易，线上出单率 93% 以上，系统完好
率始终保持 100%，理赔五日结案率达 99% ……

无论是创业初期的资源短缺，还是业绩飙升的快
速成长，中邮保险人从不盲从，更不骄躁。

他们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在邮政自办保险的“处
女地”上精耕细作；他们志存高远，满腔热忱在国家发
展的大格局中尽心出力。

从中石化销售公司重组改制到中国互联网基金
推进实施，从参与“中国铁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股权投资计划”和“招商局轮船股份股权投资计
划”到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从获准境外投资到
顺利推进“中加基金”“光以基金”等境外投资项
目……十年来，积极发挥保险资金优势，主动对接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经济项目及央企重组上市的股
权、债券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

十年来，先后荣获行业和部委授予的诚信服务保
险公司和百姓信赖的保险机构，连续三年荣获全国交
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

从保险到投资，从扶贫到公益，从民生保障到服
务国家战略，一次次事业拓展的疆域，一篇篇转型发
展的答卷，彰显出中邮保险爱国敬业、扎根大地的情
怀。

坚信“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高质量
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什么是我们企业的生命线？保险业如何能行稳致

远？
走进中邮保险遍布城乡的网点，一个共同的声音

掷地有声、分外响亮：合规操作、风险防控！
“先基础再发展、先模式再发展、先合规再发

展”——— 这是中邮保险自诞生之日就融于骨血的发展
理念，更是全体员工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

按照“审慎稳健、风险可控”原则，建立了三道防
线的合规风控管理框架，创造性地构建了“联动管控”
管理机制。多年来，偿付能力、资金运用、资产负债管
理等重点风险防控有力，偿付能力始终保持充足，未
发生保险资金案件及重大违规事件。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人寿保险业如何统筹处理好短期与长远、规
模与效益、固本与创新等多方面的关系，不仅关乎企
业成败，也牵系国计民生。

作为行业中的“国家队”，中邮保险人没有躺在过
去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以更加自觉的使命担
当，清醒审视着自我的成长。

这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的持久战。
积极主动回归保险保障，统筹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和规律，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推进

“承保+投资”双轮驱动和期交规模化、价值化的发展
战略。

一方面，最大限度依托特色模式，在承保端，严控
承保费用，实现低成本运营，承保费率连年大幅低于
行业的平均水平；在投资端，立足“抓增量、转存量”，
持续优化资产结构，投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另一
方面，实施期交“百亿工程”“双百亿工程”“期交翻番
计划”，主动大幅压缩中短存续期产品、趸交产品规
模，大力推进期交规模化发展和价值化发展。同时，坚
持回归本源，优化产品供给，72 款产品中长期储蓄和
风险保障型产品占比达 79%，切实贯彻高质量发展
要求。

勠力同心，攻坚克难。
十年来，各项运营指标持续保持业内优良水平；

资产质量优良，累计资金运用总额 5600 多亿元，没有
一笔呆坏账，未发生一起资金案件……

十年来，邮政行业的优秀骨干、金融同业的专业
精英、刚刚走出校园的优秀大学生汇聚起来，与中邮
保险一起共奋斗、同飞跃。

天道酬勤，捷报频传。
2018 年，年度期交保费规模突破 400 亿元，期交

保费占比从开业初期不足 5% 提升至 90%。
2018 年，运营作业量年均增长 200%，人均负载

量是行业平均水平的 3 倍，亿元保费投诉件数等指标
连续保持行业最优水平，实现了规模增长与品质优化
的同向同行。

放眼国际、面向未来，中邮保险正在开启一次由
内而外、全面转型的再出发。

强力打造信息化“1 号工程”，加快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运用，全面提升线上化、自动
化、智能化水平。

加大专业骨干人才引进力度和培训力度，持续完
善人才评价发现、选拔使用、培养开发、考核激励机
制，着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积极推进“引战”工作，通过引资、引智、引制，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优化体制机制，释放发展活力。

“秉承‘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让中国邮政
无处不在的网络承载着无处不在的美好。中邮保险，
不仅要做大，而且要做优，更要做强！”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
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

对于开拓者，十年很短暂，恰是朝气蓬勃、风华正
茂；

对于改革者，十年很厚重，一路披荆斩棘、百折不
挠。

十年！中邮保险的创业者们，依然在路上，时刻用
百姓的口碑检验着企业的初心与使命！

新的十年，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潮下，中邮保
险仍将意气风发，紧握初心与梦想，接续使命与责任，
与时代和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扬帆再出发！

“三下乡”活动，为客户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在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召开现场理赔会

中邮保险 2009 年-2018 年保费规模及资产规模

在四川雅安地震 1 小时 18 分后中邮保险率先设立
灾区保险理赔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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