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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2016年1月—2016年12月）
重大活动

分公司开具全国首张金融业营改增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

◆1月1日，深圳保监局与深圳银监局联合发

◆5月12日，深圳市减灾救灾联合会宣布成

文《关于加强银保业务销售行为管理的通知》正

立，这是全国首家从事防灾、减灾、救灾的联合

式实行，从规范销售行为、加强人员管理和强化

型社会组织。在联合会的筹建和成立过程中，中

销售监督等方面构建全方位的银保业务风险防范

国人寿财险深圳市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深

体系。

圳分公司等保险公司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发挥

◆2月5日，深圳市政府陈彪副市长批示肯
定中国信保深圳分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工作。批示

◆6月22日，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获中国保监

原文：“2015年，中国信保深圳分公司围绕落实

会颁发首批相互保险牌照，标志着相互保险这一

‘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不断夯实管理基础，推

保险组织形式即将在我国落地生根，前海再引入

进改革创新，强化风险管控，提供优质服务，对

一家创新型保险机构总部。

促进深圳外贸的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

◆6月24日，深圳商业车险新产品正式上线，

作用。望2016年再接再厉，继续服务大局，突出

保费调整与包括出险次数、自主核保系数、渠道

重点，为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作出

系数等多个系数相挂钩。改革后，车险条款更加

新的贡献。”

合理，商业车险的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车险费

◆3月18日，深圳市民政局与以中国人寿财险

率与风险更加匹配。

深圳市分公司为主承保方的共保体签订2016年度

◆6月24日晚，深圳启动商业车险新产品系

巨灾保险保单，2016年度巨灾保险新增了住房损

统上线工作。系统切换完成后，新版商业车险条

失保障，强化了防灾防损服务，引入了共保体承

款正式上线，全国商业车险新产品正式进入深圳

保模式，引入了市场竞争，采用招投标和竞争性

市场。

谈判方式选择承保方。

◆7月12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

◆3月18日，深圳市金融办和前海管理局联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举行了战

合发布《关于加快前海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试点

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深圳市人社局局长王卫与

意见》，针对再保险企业发展制订了包括落户奖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菁代表双方

励、税收优惠等一系列优惠措施。

签署了智慧医保战略合作协议。

◆3月29日，深圳市保险消费者权益服务中心
成立了理事会并召开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实
现实质意义上的法人治理及运作。
◆5月1日，深圳市启动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
保险2016-2017医保年度参保缴费工作。这是具有
深圳特色的大病保险制度，截至2016年底，覆盖
人群超过500余万人，累计赔付3万余人次。
◆5月1日，营改增顺利上线，平安人寿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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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作用。

◆9月2日，中国保监会批复了同方全球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深圳分公司的申请。
◆10月，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联合深圳交警
全国首推“电子保单”，打造具有深圳特色的警
保合作新模式。
◆12月1日，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
业。这是全国首家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的再保险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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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深圳市保险同业公会和深圳新

大保险供应商，总保额280亿元。

闻网联合主办的深圳保险业2016年度保险知识竞

◆1月，永诚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华润新能

赛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通

源2016运营期和工程期保险项目，总保额人民币

过手机答题，领取微信红包，形式新颖、内容丰

251.38亿元。

富，活动20天，手机游戏浏览量443177次，参与
线上答题人数134852。

◆1月，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顺丰速运有
限公司财产一切险，总保额49.64亿。
◆1月，中国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中国工

重大承保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总保额137亿。
◆1月、2月、4月，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月1日，国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作为首席承

深圳分公司为廖女士承保信诚惠康重大疾病保

保深圳市巨灾保险，保费收入1689万元，保额约

险、信诚托富未来终身寿险，累计人身险保额

27亿元。

1480万元。

◆1月8日，友邦深圳分公司为客户车某承保

◆1-12月，天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华南

《友邦传世经典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保

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额为2000万元。

财产险、建工险、团意险、车险等一揽子保险业

◆1月25日，工银安盛人寿深圳中心支公司承
保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的如意人生年金保险，
保费1000万元。

务，总保额170亿元。
◆2月，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一揽子业务，总保额92亿元。

◆1月30日，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2月，泰康人寿深圳分公司承保张女士幸福

深圳营销服务部承保常胜投资有限公司财产一切

人生年金保险，累积缴纳保费5000万元，意外豁

保险，总保额为人民币176084万元。

免保额2000万元。

◆1月，中国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刘先

◆2月，前海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徐某承保

生承保平安福终身寿险1000万、附加长期意外伤

财富成长3号年金保险（万能型），保费5000万，

害保险（2013）950万、附加定期寿险1000万，累

保额5000万。

计人身险保额2950万。
◆1月，前海人寿深圳分公司承保永旺集团保
险，共计532万，保额39亿元。
◆1月，太平洋寿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中化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福利计划，累计人身险保
额48亿。
◆1月，中国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承保深圳
市地铁工程项目，总保额200亿元。
◆1月，美亚深圳分公司与某通信解决方案供
应商成功续保员工商业人身险及商旅险，累计保
额达人民币3.4亿元。
◆1月，华泰财险深圳分公司成功参与共保，
作为华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揽子业务的第二

◆3月15日，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常胜投
资有限公司财产一切险保险，总保额28.7亿元。
◆3月16日，永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东莞市
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产一切险，总保额7.42
亿元。
◆3月，华泰财险深圳分公司独家承保创维公
司的团意险业务，保额8000万元。
◆3月，前海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方某承
保海利精选（A）年金保险（万能型），保费4480
万，保额4480万。
◆3月，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核电环
通汽车服务公司机动车车辆保险，总保额806,8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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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华夏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陈先

◆5月，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为Jabil

生承保华夏财富一号年金保险（F款），保额

Circuit China–Ltd承保财产一切险，总保额

2122.5万元。

5907.7亿元。

◆3月，华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了新百丽鞋
业（深圳）有限公司全国制造厂财产综合险，保
额33亿。
◆3月-4月，天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市
罗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团体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保额4.15亿。
◆3月-4月，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
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工程一切险，总保额
329.31亿。
◆4月18日，友邦深圳分公司为客户任某承保
《友邦传世经典尊享版终身寿险(分红型)》，保
额为2000万元。
◆4月19日，新华保险深圳分公司为客户邹先
生承保惠福宝二代保险，趸交保费1000万元，累
计人身险保额1401万。

夏财富一号年金保险（F款），保额3537.5万元。
◆5月，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燃气
集团一揽子业务，总保额100亿元。
◆5月， 永诚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电厂财产保险捆绑招标
项目，总保额389.25亿元。
◆6月23日，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百荣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产一切险保险，总保额90
亿元。
◆6月，阳光产险深圳市分公司承保观澜污水
处理厂污水只管网二期工程—核心片区项目建筑
工程一切险，保额合计260139912.50元。
◆6月，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UTC-China
公司财产一切险，总保额5054.8亿元。

◆4月25日，中意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张先

◆6月，珠江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陈先生承

生承保中意优享年金保险，承保保额1000万元，

保珠江宝多多两全保险（万能型）2015版，累计

趸交保费1000万元；

保费1000万，保额3000万。

◆4月26日，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广西龙

◆6月，华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了新百丽鞋

光贵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财产一切险保险，总保

业（深圳）有限公司全国门店财产综合险，保额

额74.6亿元。

70亿。

◆4月29日，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

◆6月，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亚太财险深

WHEELOCK & CO., LTD. 财产一切险保险，总保额

圳分公司投保航空险杂险，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

53.9亿元。

份额内总保额人民币271.94亿元。

◆5月14日，永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市

◆7月，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

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

Caterpillar China – Inc财产一切险，总保额

险，总保额7.95亿元。

3362.4亿元。

◆5月，中国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第二支公司

◆8月4日，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承保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一揽子业务，总计

深圳营销服务部承保广东天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额40亿。

财产一切保险，总保额为人民币70143万元。

◆5月，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中国邮政

◆8月4日，新华保险深圳分公司为客户曾女

集团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

士承保荣享一生保险，期交保费1000万元，累计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团体员工福利保障计划保

人身险保额1955万。

险，总保额11.2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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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华夏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曾女士华

◆8月，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安得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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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总保额

LLC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业务，保额

7172.1亿元。

合计21180000.00美元。

◆8月，华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了深圳湾1
号大楼工程一切险，保额33亿。
◆8月，中国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薛先

◆10月，中国大地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梅花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揽子业务，总计保
额239亿。

生承保平安福终身寿险500万、附加长期意外伤害

◆11月1日，信达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长兴化

保险（2013）1000万、附加定期寿险2000万，累

工集团一揽子财产保险和进出货物运输保险，总

计人身险保额3500万。

保额38亿元。

◆8月，中国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黄女

◆11月1日，国寿财险深圳分公司以双首席之

士承保平安福终身寿险500万、附加长期意外伤害

一的身份承保中广核项目，保费收入8234万元，

保险（2013）1000万、附加定期寿险1000万，累

保额约37亿美金。

计人身险保额2500万。
◆9月2日，中银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财产一切险和员工综
合健康保障计划项目，总保额84亿元。

◆11月，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承保客户周女士阳光易宝（万能型），保额
5000万。
◆11月，富德产险深圳分公司与去哪儿网成

◆9月15日，信达财险深圳分公司参与共保南

功签约并顺利开展业务合作，2016年当年保费收

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公司安装工程一切险，

入突破1000万元，承保客户数达34万，平均保额

保额为146932158元。这是广东省建设的第一个海

为320万/人。

上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26MW，为珠海和澳门
提供清洁能源。
◆9月，天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财产一切险，保额80.18亿。

◆12月3日，中国人寿深圳市分公司为客户梁
女士的配偶承保国寿祥瑞终身寿险保单保额600万
元、国寿附加祥瑞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保单保
额600万元。

◆9月，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玉禾田环

◆12月7日，太平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林

境事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雇主责任险和团体意外

先生承保稳赢一生附件财富金账户，承保保额

险，总保额90亿元。

2000万。

◆9月，中国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为腾讯公
司提供财产保险服务，总保额约300亿元。
◆9月，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市中保
国安实业邮箱公司团体意外险，总保额28.42亿。

◆12月17日，永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湛
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产一切险，总保额
5.39亿元。
◆12月23日，招商信诺深圳分公司为客户

◆9月，华夏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张女士承

杨女士承保招商信诺传家典范（财富版）终身寿

保华夏福临门年金保险（2014），附加金管家年

险，主险基本保额2000万元，年应缴保费216.6

金保险（万能型，A款），保额3710万元。

万元。

◆9月，中再人寿深圳分公司为客户承接保额
为2亿元的高额个人终身寿险。

◆12月，华泰财险深圳分公司参加地铁10号
线地铁工程保险，份额5%。总保额19.4亿元。

◆10月，阳光产险深圳市分公司承保

◆12月，三井住友深圳营销服务部承保了某

Billion Success Group Limited Citation

打印机设备公司货物运输险，保额530495.329

Communities, LLC,and Citation Fox Ridge,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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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月 ， 三 井 住 友 深 圳 营 销 服 务 部 承 保 某

司工厂电镀车间发生火灾，造成设备、存货和装

办公设备公司货物运输险，累计保额187173.8

修受损，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被保

万元。

险人赔付725万元。

◆12月，永诚产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中国葛洲

◆3月16日，华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赔付深圳市

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旺平达物流有限公司300万。2015年4月24日，该

有限公司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枢纽工程施工

公司承运的货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火灾事故，造

标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意险项目，总保额人民币

成全车货物烧毁受损。

37.97亿元。

◆3月21日，中国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就信

◆12月，客户何先生投保中德安联深圳分公
司安联安顺汇福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产品，
承保保额为1000万。
◆2016年，中华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深圳市

义玻璃窑炉泄露事故赔付人民币1826万元。
◆3月31日，因被保险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
委内瑞拉买家拖欠货款，中国信保深圳分公司向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赔付2513万美元。

鑫锦程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深劳人力

◆3月29日，客户李某确诊直肠肿瘤，太平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短期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洋寿险深圳分公司向其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52

累计保额88.68亿。

万元。

◆1月-12月，中银保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项目，总保额185亿元。
◆2016年，国寿财险深圳分公司承保三峡集
团项目，保费收入1211万元，保额约65亿元。

◆3月29日,中国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就台
山核电机组被撞事故赔付人民币4178万元。
◆4月8日，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赔付浙江物
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808.11万元，2015年4月30
日，该公司发生买家欠款逾期未还案件。
◆4月9日，国寿财深圳分公司支付深圳航空

重大赔付

火灾事故赔款575万元。
◆4月30日，被保人席某因罹患肝癌医治无效

◆1 月 ， 被 保 险 人 天 津 中 集 集 装 箱 有 限 公
司名下厂房及多个集装箱堆场因天津滨海新区
发生爆炸受损，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向其赔付
2720万元。
◆1月，因客户王女士被查出皮肤纤维肉瘤并
身故，工银安盛人寿深圳中心支公司支付客户理
赔金109万余元。
◆美 亚 深 圳 分 公 司 货 运 险 被 保 险 人 的 一 批

分公司给付受益人保险金104万。
◆4月，因被保险人路易达孚（中国）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放置于河南新乡的小麦被挪用，平安
产险深圳分公司向其赔付1040万元。
◆4月，某客户因交通意外事故身故，中国人
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其赔付
300万元。

被保险货物从江门运往海南途中，于2015年10

◆2016年4月，深圳市同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

月4日遭遇台风“彩虹”导致沉船事故，整批货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三者晏某死亡，富德产险深

物随船沉没。为及时赔偿客户的损失，公司于

圳分公司向死者晏某家属支付赔款920797.50元。

2016年1月向被保险人支付预付赔款共计人民币
2,216,930元。
◆2月，因被保险人深圳华麟电路技术有限公

26

港大深圳医院身故，经调查核实，阳光人寿深圳

◆5月13日，因客户席某罹患肺癌身故，太
平人寿深圳分公司向其给付身故保险金111.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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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火灾保险客

◆9月，三井住友深圳营销服务部支付给住友

户钟祥市进鑫纺织有限公司发生因洪水导致财产

电工电子制品（深圳）有限公司413.04万元 。该

受损事故。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第一时间积极跟

公司2016年4月因电气检查工作不良，未检出产品

进处理，并于2016年11月16日赔付356万元结案。

中短路情况，给后续制造商造成了影响。

◆7 月 8 日 ， 深 圳 某 科 技 公 司 员 工 李 某 某 因

◆10月26日，因被保险人深圳市兆驰股份有

跑步时突发倒地后身故，光大永明人寿深圳

限公司的澳大利亚买家倒闭，无法收回货款，中

分公司向其受益人给付团体定期寿险保险金

国信保深圳分公司一次性向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

141.05万元。

公司赔付990万美元。

◆7月8日，因被保险人深圳市宝利华汽车租

◆11月25日，客户W先生因交通车祸身故，泰

赁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京昆

康人寿深圳分公司给付泰康全能保B两全（意外）

高速发生侧翻，造成3死62伤的重大交通事故,中

身故保险金160万元。

华保险深圳分公司向其赔付545.43万元。
◆7月28日，客户刘某因肝功能衰竭身故，华
夏人寿深圳分公司赔付263.04万元。
◆7月28日，因客户周芳竹身故，幸福人寿深
圳分公司向其赔付1431490.9元保险金。
◆7月，被保险人段先生因煤气中毒身故，中
国人寿深圳市分公司共给付身故保险金人民币228
万元。

哈斯基石油管道损坏事故赔付人民币4369万元。
◆11月29日，某客户因交通意外身故，友邦
深圳分公司赔付“身故保险金”13,947,840元。
◆2015年11月，客户林某因恶性肿瘤在医院
经医治无效身故，前海人寿深圳分公司于2016年
11月向其赔付了5711994.77元。
◆12月7日，天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向被保险

◆8月12日，因客户刘某脑血管病身故，中国
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赔付身故保险金208万元。
◆8月16日，因客户梁某罹患肺癌，中国平安
人寿深圳分公司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0万元，并
豁免保费523.8万元。

人黄先生支付车险赔款139.89万元。2015年5月5
日，标的行驶因路面雾大导致碰撞护栏立柱后车
辆起火，导致标的受损的事故。
◆2014年5月11日深圳市区暴雨，深圳供电局
多条线路41基铁塔基础因受暴雨冲刷造成塌方，

◆8月22日，因客户祝某某车祸意外身故，中
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其赔
付意外身故保险金120万。

鼎和保险深圳分公司最终于2016年12月8日完成结
案工作，理算赔付金额为7028247.00元。
◆12月12日，因客户张某罹患甲状腺癌,平安

◆9月4日，太平财险深圳分公司赔付LEO
PAPER GROUP ENTERPRISES LTD.

◆11月28日，中国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就

健康险深圳分公司向其赔付103万元。

517.76万元，

◆12月20日，因客户张某罹患结肠癌身故，

2015年5月23日，该公司因火宅造成一台印刷机和

中国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赔付身故保险金313.64

纸品淋湿受损事故。

万元。

◆9月23日，被保险人美厨娘金属制品厂仓库

◆12月22日，阳光产险深圳市分公司赔付中

及包装车间起火，蔓延成灾。安联财产保险（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双捷拦河闸重

国）有限公司深圳营销服务部向其赔付人民币

建工程项目部360万元。

6,500,000元。
◆9月，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赔付深圳某高
速公路项目坍塌事故案420万元。

◆12月22日，因客户赵某罹患肺癌晚期身故，
富德生命人寿深圳分公司向其赔付115.83万元。
◆12月26日，因客户黄某罹患甲状腺恶性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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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中国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赔付重大疾病保险

事的首席合作伙伴，为比赛提供了全面的保险保

金200.02万元，并豁免保费154.99万元。

障服务。

◆12月29日，永诚产险深圳分公司向其客户

◆5月22日，太平人寿深圳分公司在深圳湾

华润新能源（大同广灵）风能有限公司支付赔款

举行了创业太平与爱同行主题健步走活动，2500

1018.58万，该被保险人因2015.11.20发生雪灾事

人参加，此次活动是太平人寿司庆主题活动，同

故，造成集电线路铁塔及营业中断损失；

时也是一项公益活动，每一位完成参与者走完全
程，太平人寿将为慈善基金捐赠5.28元。

公益活动

◆5月28日，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联合深圳市
血液中心、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在莲花山公

◆3月8日，天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工

园举办“血液连接你我”—2016中国平安深圳地

会代表到湖南株洲中医院，看望公司合作伙伴和

区公益无偿献血活动暨平安新生活运动。至此，

致汽车销售公司员工李女士，送达公司爱心捐款

公益无偿献血活动在公司走过18个年头，累计献

10000元。

血量超过400万毫升。

◆3月26日，加菲猫欢乐跑深圳站活动在龙岗

◆5月，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与深圳市手牵

大运中心拉开帷幕，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为5000

手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深圳市残联）签订

多名跑友提供保险赞助。

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合作创建公益性残疾人有偿

◆4月20日，中银保险深圳分公司号召全体
员工捐献关爱，通过两次捐助共筹集近2万元善

◆5月-6月，华夏人寿深圳分公司组成10支

款，资助雅安技术学院两名受灾学生的学习生活

志愿者队伍，先后在全市范围内寻找探访贫困儿

费用。

童，并联合“华夏慈善基金”送上爱心教育基金

◆4月22日，前海人寿深圳分公司（代表）向
深圳市关爱办捐赠30万爱心款，此次捐款将用于
深圳关爱办“爱心小书桌”公益项目。
◆4月23日，太平人寿深圳分公司派爱心代表
前往广州为地贫儿童晨晨捐赠3万元救助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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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业平台，直接对残疾人进行就业帮扶。

及物资等。
◆6月8日，光大永明人寿深圳分公司为湖南
省古丈县贫困小学举行了爱心读书募捐活动，共
捐赠书籍六十余本。
◆6 月 3 0 日 ， 鼎 和 保 险 十 余 名 志 愿 者 前 往

◆4月24日，富德生命人寿深圳分公司为第五

深圳市龙岗区名星学校开展“为爱同行助学捐

届“为爱飞奔”公益慈善跑活动提供了资金赞助

赠”活动。专程送去书包、文具套装、学生水

和所有运动员的意外险，荣获“公益爱心企业”

杯、拼图等文具，以及篮球、足球等体育用品

称号。

和课外书籍。

◆5月7日至6月8日，亚太财险深圳分公司参

◆6月，永诚产险深圳分公司为履行社会责

加由晶报主办的“2016竞彩·鞠客足球·模拟欧

任，关爱残疾群体，向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残

洲杯”，为本次参赛的600名球员每场比赛赞助

联捐赠了100份“天使守护险”，总保额为1000

1.2万元的意外伤害险和12万元的意外死亡险。

万元。

◆5月22日，由中国人寿深圳市分公司与

◆6-9月，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对江西遂川

“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共同举办的

堆子前希望小学等三所学校投入10万元，进行学

“517”全国十地骑行深圳站的活动，在深圳龙岗

校基础设施维护，公司每年坚持用实际行动践行

国际自行车赛场拉开帷幕，中国人寿作为本项赛

“专注为明天”的教育公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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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4 日 ， 珠 江 人 寿 深 圳 分 公 司 举 行 了

了以“生命有爱•善泽人间”为主题的员工无偿献

2016年扶贫济困活动，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贡

血活动，深圳市血液中心为富德生命人寿深圳分

献力量，深圳分公司全体内勤员工共捐出善款

公司颁发了“感谢状”。

3580元。

◆10月27日，中华保险深圳分公司联合广东

◆8月，信泰保险深圳分公司参加定点扶贫村

分公司、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广州荔湾区立贤小学

竹塘村2016-2018 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积

举办“大手牵小手，安全共‘童’行”儿童交通

极捐款参加公益扶贫工作。

安全公益项目广东地区现场活动。中华保险与中

◆8月，应“深圳保险业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

国扶贫基金会“Let me see you交通安全书包项

脱贫”号召，招商信偌深圳分公司捐赠了两万元

目”合作，向该校360名学生捐赠了反光条预警安

的专项扶贫基金，援建贫困地区的图书馆，以及

全书包及《交通安全知识手册》各一套，并开展

捐赠讲台桌椅。

了交通安全教育讲座。

◆8月，太平洋寿险深圳分公司向南方都市报

◆10月29日，大都会人寿作为国际垂直马拉

第八届留守儿童“圆梦行动”捐赠保险，为全体

松系列赛深圳南山站的指定保险赞助商，为所有

人员（留守儿童和义工）提供意外险支持。

参赛选手和志愿者提供免费的意外及住院医疗保

◆9月7-9日，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响应幕天

险保障，确保赛事人身安全；

公益活动号召， 助力1000个乡村课堂图书角建

◆11月11日，浙商保险深圳分公司啊通过深

设，专注乡村青少年精神成长，募集金额超过22

圳保监局深圳保险业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万元。

作领导小组向深圳保险业对口帮扶河源市紫金县

◆9月24日，华安保险深圳分公司为共青团

凤安镇竹塘村捐款帮扶资金4万元。

心理健康辅导员志愿者捐赠了包含家财险、公

◆11月27日，太平洋寿险深圳分公司作为

众责任险以及扶老人险三个险种，价值人民币

2016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赛独家保险赞助商，为

20900万元。

半马所有运动员、志愿者及工作人员15000余人提

◆9月28日，中国人保财险深圳市分公司与大
慈旅游慈善基金分公司举行了大慈捐赠导游意外
险签约仪式，为深圳市3263名注册导游承保一年
期意外伤害保险，每人保额106万元。
◆9月，平安养老保险深圳分公司参与深圳保

供了总额逾142亿的赛事风险保障，为半马活动的
成功举办保驾护航。
◆1 1 月 ， 阳 光 人 寿 深 圳 分 公 司 向 河 源 市 紫
金县凤安镇竹塘村精准扶贫项目捐款50万元人
民币。

险业新时期定点扶贫村竹塘村2016-2018 年精准

◆1 1 月 ， 美 亚 深 圳 分 公 司 与 广 东 省 教 育 基

扶贫精准脱贫项目，捐款10万元。该项目以贫困

金会以及深圳八方园通公司合作，举办了第四届

户为单元，以稳定解决扶贫户实现脱贫致富为首

“小梦想、大未来”捐助计划，向河源市紫金县

要任务，以培植特色产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

凤安镇上坑小学及竹塘小学分别捐赠了20台爱心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贫困人

电脑，帮助其建立绿色爱心电脑教室,改善教学

口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实施整村连片开发，推

条件。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增加村级集体经济
实力，改变贫困村落后的村容村貌，加快脱贫致
富的奔康步伐。
◆10月25日，富德生命人寿深圳分公司举办

◆11月，富德产险深圳分公司向“深圳保险
业扶贫资金专户”捐款3万元。
◆12月27日，中国人寿深圳市分公司为河源
市紫金县凤安镇竹塘村捐赠50万元扶贫资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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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村自来水工程。

◆12月27日，深圳保监局张辉烨局长一行赴河

◆12月，友邦深圳分公司为“河源竹塘小学

源市紫金县凤安镇竹塘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充分

图书馆”项目捐款，希望藉此帮助当地的贫困儿

发挥深圳保险机构助推脱贫攻坚主体作用，落实扶

童，以知识改变命运。

贫专项资金，加强贫困地区人才培养，为竹塘小学

◆12月，信达财险深圳分公司向“深圳保险
业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捐款人民币1.5

建立爱心图书室，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捐
赠50万元扶贫资金用于村自来水工程。

万元。
其他

◆12月，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为河源市紫
金县凤安镇竹塘村来水项目进行专项资金捐赠。
◆12月，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参加深圳广
电集团举办的“大爱深圳，一起回家”大型公益
活动，为每个参与活动的人员提供价值50万元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障。
◆2016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为对口帮扶定点扶贫村——河源市紫
金县凤安镇竹塘村捐赠两万元。
◆2016年，建信人寿深圳分公司一次性捐款
10万元人民币，用于2016至2018年河源市紫金县
凤安镇竹塘村就业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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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新华保险深圳分公司龙华支公司
开业。
◆1月6日，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分支机构“大
浪营销服务部”获监管开业批复；1月7日，平安人
寿深圳分公司分支机构“龙东营销服务部” 获监
管开业批复。
◆6月28日，新华保险深圳分公司沙井营业部
开业。
◆12月15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
发关于李建民等人职务任免的通知（阳光产险发

◆2016年，平安深圳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

[2016]610号），决定聘任李建民为阳光财产保险

召，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向贫困地区定向捐款50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临时负责人；王皓调总

万元。

公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