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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业保险

巨鹿玉米“保险+期货”锁定价格为农户吃下定心丸
形成“种植服务+基差收购+供应链金融+粮食贸易”的金融支农惠农模式

邢台保险业

加强产品创新 提升服务水平

河北日报讯（王还欣）邢台保险业强化科技赋能，优化保险供
给，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建立多元化的农险业务体系，积极参与
农村社会治理，深化“保险+”帮扶模式，全面助力乡村振兴。2021
年上半年，邢台保险业为97.45万农户提供了94.27亿元风险保障，
其中种植险为96.82万农户提供了57.40亿元风险保障，养殖险为
0.63万农户提供了36.87亿元风险保障。

河北日报讯（韩立飞）“今年我们村的玉
米受灾严重，以前没听说过玉米价格低了还
能有保险赔，今年的玉米收入保险让我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帮我解除了收入低的后顾之
忧，可以更安心地种地了。”巨鹿县玉米种植
户董文生高兴地说。

“和往年相比，全县种植的玉米今年因
为灾害减产了四五成，此次玉米收入保险规
避了农户最担心的受产量、价格等因素影响

收入减少的风险，保障了我们县农户的玉米
种植收益，真正起到了安全阀、稳定器的作
用。”巨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国亮介绍。

2020年人保财险河北省分公司联合巨鹿
县农业农村局与新湖期货开办巨鹿县玉米

“保险+期货”县域覆盖试点项目。据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巨鹿支公司经理孙彩霞介绍，该
项目由人保财险承保，新湖期货牵头中信期
货、光大期货提供场外期权对冲服务，邢台国
储和中化农业河北分公司提供订单农业及基
差贸易服务，大商所、河北省农业农村厅、邢
台国储提供保费补贴支持。截至目前，累计

为巨鹿5130户玉米种植户赔付211万元。
巨鹿县“玉米保险+期货”服务了当地

玉米种植大户和新型农业主体，项目保障金
额近 1428.5 万元，保障周期 122 天，总保费
约100万元，其中巨鹿县政府提供15万元的
保费补贴，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70 万元
保费补贴，参保农户仅承担 15 万元保费。
巨鹿县委书记杨振东介绍，巨鹿县探索从前
端保种植收入到后端保销售渠道的综合农
业风险保障体系，不仅使农户有机会享受大
商所“农民收入保障计划”的政策红利，对今
后开展当地的政策性及商业性收入险都起

到至关重要的试点及示范效应。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财务审计处副处长

王秉正指出，通过“保险＋期货”的方式将玉
米价格下跌风险与期货市场风险分散作用
相联系，在期货与保险业务的融合上进行创
新，利用金融市场解除玉米种植户的后顾之
忧，相比以往价格险或灾害险风险保额更
高、保障更多。巨鹿县有关部门同时引入中
化农业在收入险后端提供“基差收购”的订
单农业模式，为农户提供售粮渠道，解决“卖
粮难”问题，探索“种植服务+基差收购+供
应链金融+粮食贸易”的金融支农惠农模式。

河北日报讯（仝龙梅）富德
生命人寿于 9 月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
网民”系列活动。活动以“线
上+线下”形式，有序推进各项
活动深入开展，旨在加强金融
消费者保护，提升社会公众金
融素养。

围绕金融知识普及月，公
司组织开展了“以案说险、你我
有责”活动。通过讲述现实保
险消费风险案例，向消费者展
示保险消费中的陷阱和误区，
提醒消费者注意事项和规避措
施，增强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
提升风险识别能力。

此外，分公司还结合地域
特点，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开展
有针对性、有特色的金融消费
者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精准普及。
对“银发族”“学生族”等重点群
体，加强宣传力度。

通过各类活动让金融知识
进老年中心、进养老院、进大
学，帮助“一老一少”掌握符合
自身需求的金融知识，提高防
骗意识、借贷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分支机构内外勤人员还
开展了“我为父母/孩子讲保
险”活动，请父母/孩子做保险
义务宣传员，以点带面，将保险
知识普及更多消费者。

河北日报讯（曹盛豪）“阿姨，
您了解传销吗？现在传销都换了新

‘马甲’，他们往往爱用‘资本运作’
‘电子商务’等幌子，以拉人头为目
的，使用‘温情管理’手段，诱骗老
百姓参加，咱们一定得多留个心
眼儿，多跟孩子们交流，遇到问题
及时跟警察反映。”

“叔，您给自己和老伴购买保
险了吗？买了呀，那您对保险条款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在使用手机

App 的时候还有什么不方便的操
作吗？我们都可以记录下来，给公
司反映一下咱们遇到的问题。”

“大姐，咱们平时工作的时候
经常低着头，一定要注意过往车辆
和行人，建议您了解下我们的意外
险……

近日，石家庄市保险行业协
会联合太保财险石家庄中支、太
平财险石家庄中支、建信人寿石
家庄中支、合众人寿河北分公司

等会员单位与石家庄市公安局新
华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
局经侦大队共同开展“2021 年金
融知识集中宣传教育活动”。活动
现场，保险宣传人员和民警一起
与老年人、行人、环卫工作人员
等过往群众交流。现场还摆放着
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非法集资
介绍、保险常识等展板、宣传页
和“金融知识普及月”标志展
架，普及宣传保险金融知识。

河北日报讯（郭志冰）为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邯郸保险业按照邯
郸银保监分局要求，围绕金融知识
集中宣传教育活动主题，坚持协
会、保险公司双向发力，全方位、多
层次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截至 9
月 22 日，全市保险业累计开展线
上线下宣传活动 539次，参与宣传
活动网点 346 个，参与宣传人员
6210 人，活动触及消费者 83.76 万
人次。

发挥行业协会力量，推进宣传
活动向纵深推进。邯郸市保险行

业协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发挥好
“一网一微”的优势，开辟宣传专
栏，每天刊登金融宣传知识。在此
基础上，在邯郸市主流媒体开辟宣
传活动专栏，现场宣讲保险政策法
规。

积极组织行业力量，聚焦行
业特点和金融知识普及的薄弱领
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
及活动。平安人寿围绕活动主
题，在营业厅设置消费者教育宣
传专区，张贴统一宣传海报，网
点内电子屏宣传投放金融知识，

设立适老化专区或柜台等措施，
使金融知识科普宣传惠及更多社
会公众；信泰人寿聚焦做好老年
群体宣传工作，通过案例再现形
式，宣传讲解如何预防电信网络
诈骗、如何理性投资，同时对社
保及商保、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
知识进行普及，增强了老年客户
群体的金融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
保护意识；中国人寿、人保财险
等公司结合实际，积极开展保险

“五进入”活动，引导消费者提高
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河北日报讯（李美玲）近
日，同方全球人寿河北分公司
与保定、唐山中心支公司员工
走进居民社区、公园，开展了一
系列倡导理性投资和合理借
贷，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引导金
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自觉抵制网
络金融谣言和金融负能量，共
建清朗网络空间以及反洗钱等
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针对社区居民获取金融普
及知识的渠道较单一、反洗钱
意识较差、金融防欺诈知识欠
缺的情况，河北分公司组织业务
骨干走进社区，向社区居民讲解
金融知识，发放宣传折页，让他
们了解什么是非法金融活动，如
何理性投资，如何防范电信诈
骗、非法集资、保险欺诈等风
险，引导广大居民自觉提高警
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在河北分公司及各中支机
构，通过张贴金融联合宣传教
育海报、悬挂活动宣传条幅，并
在大厅屏幕循环播放公司自
制防欺诈视频等营造教育宣
传氛围；另外，专门设立专题宣
传栏、设置警示标语、摆放宣传
折页等，形成常态化教育宣传
体系，针对老年人设置专门的
接待窗口，提供老花镜、急救
包、口罩、消毒酒精、消毒湿巾
等，提升老年人服务体验。

据不完全统计，分公司累
计向社区居民发放各类金融知
识普及宣传折页、资料 500 多
份，接受群众咨询 100 余次。
同时，本次活动总分联动，积极
开展线上教育宣传活动，累计
发布原创教育宣传信息数量
21条，原创教育宣传信息点击
数量45345次。

河北日报讯（曹文静）近日，中
国太保产险河北分公司积极开展
2021 年金融知识安全教育系列活
动，助力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清朗
金融网络环境。

充分发挥门店主阵地作用，中
国太保产险河北分公司全辖174家
门店全面宣传金融安全教育知
识。通过在营业网点悬挂条幅、播
放 LED 屏等形式直观展示金融知
识口号、红色金融史，设置“教育宣

传区域”，张贴、摆放宣传主题海
报、折页，在柜台显著位置摆放“国
家反诈中心”二维码，营造宣传金
融安全知识的良好氛围；门店内设
立老年人专属通道，提供专业保险
知识咨询，着重提示老年人警惕等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行为；针对年轻
客户群体，重点普及理性消费、合
理借贷等金融知识，提高防范金融
风险意识。

积极利用线上宣传普及金融
安全教育知识，通过官微、微信朋

友圈、宣传长图等形式，多角度多
层次普及金融知识，告知消费者金
融陷阱的特点与防范措施，并通过
线上答题的方式，让消费者深入了
解基础保险知识与服务。

中国太保产险河北分公司蓝
水滴志愿团成员线下主动走进大、
中、小学校园，向学生及家长发放

《给家长的一封信》，号召学生及家
长们争做理性消费者、金融好网
民，有效防范电信诈骗，树立正确、
理性的金融观念。

河北日报讯（王还欣）邢台各保险机构加强产品创新，提升服
务水平，积极开展车险、农险、企财险和责任险等业务。

车险改革以来，市场运行平稳，截至 8月底，邢台市车险保费
19.94亿元，同比下降16.87%；保额1.39万亿元，同比增加97.42%，
综合赔付率由去年同期的 52.84%提升至 65.64%，“降价、增保、提
质”阶段性目标初见成效。

农险方面，各机构调整固有思维定式，结合市场需求推动新险
种，采用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形式，为农户提供多元化产品
供给，截至2021年8月，为132万农户提供111.78亿元风险保障。

除此之外，各保险机构开展企财险、雇主责任险、员工意外险
等业务，帮助企业恢复和持续发展，截至2021年8月，辖内保险机
构开展企财险业务4566.51万元，开展责任险业务1.7亿元。

河北日报讯（郑璐）日前，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与人保财险邯
郸市分公司联合印发《关于深化诉前多元化解纠纷处理、落实法保

“道交前移”的会议纪要》（邯市中法发〔2021〕39号），旨在建立道
交人伤案件诉前调解机制。

该文件的实施，为道交人伤案件诉前调解机制的成立拉开帷
幕。据了解，《会议纪要》内容共三部分：一是建立“道交案件前移”
机制。通过建设诉前调解小组，确保“法保”双方高效衔接，利用保
险杠杆效应，高效化解道交纠纷。二是落实“道交案件前移”动作，
明确专人对接，制定调解期限，保证案件畅通流转。三是推动“道交
案件前移”保障。为加深精细化体制建设，统一道交一体化工作中
的赔偿标准，针对涉残案件由人保公司提供无偿自评服务，由法院
依法审查确认赔偿金额，从而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

河北日报讯（高亚丽）9月15日，工银安盛人寿河北分公司一
行 5人来到张家口市沽源县小厂镇寄宿制学校，开展一年一度的

“爱立方-爱心图书室”回访活动。自2015年工银安盛人寿在张家
口援建“爱立方”爱心图书室后，工银安盛人寿河北分公司每年进
行回访活动，为同学们送上爱心。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银安盛人寿河北分公司为学校的
孩子们送去了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必备防疫物资，希望孩子们
在学习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

回访过程中，工银安盛一行人与校长及师生代表进行了亲切
交谈，并参观了爱心图书室，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图
书室的使用，并就学生对图书的需求做了进一步调查汇总。

此次回访，工银安盛人寿河北分公司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了“防
火防灾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以及篮球趣味对抗赛，与孩子们积极互
动，寓教于乐，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一颗爱心点燃一份希望，一份温暖宛如一日朝阳。工银安盛
人寿河北分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将这项爱心
工程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石家庄保险业：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教育进社区

邯郸保险业：双向发力推进宣传教育活动开展

中国太保产险河北分公司

开展2021年金融知识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富德生命人寿

2021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启动

同方全球人寿河北分公司

金融联合宣教
防范金融风险

人保财险邯郸市分公司

落实法保“道交前移”
助力诉前化解

工银安盛人寿河北分公司

开展“爱立方-爱心图书室”
回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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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码：000072130100

负责人：李伟朋

联系电话：0311-68022939

邮政编码：0500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9月28日

业务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

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

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

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

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

币资金；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资

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

其他业务。

变更机构经营范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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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险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