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新华同仁：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满载着一年来的奋斗收获，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公

司党委和执委会，向辛勤工作在各条战线、为实现公司“二次腾飞”而顽强拼搏的各位同仁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

2019年的历程很不平坦。一路走下来，我们经受了新考验，释放出新能量，呈现新景象。年底回眸，历经磨炼的新

华铁军又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步伐。

这一年，公司党的组织关系划归中投公司，为公司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新的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党组织和党员焕发出新的生机。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厚植。

这一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确立。在保险业转型升级的重大关口，新班子审时度势，汲取民智，擘画了

新战略，“一体两翼+科技赋能”的规划描绘了崭新蓝图，“二次腾飞”的目标催人奋进。

这一年，发展是硬道理成为高度共识。销售队伍更壮大，后援支持更发力，政策措施更优化，发展氛围更浓烈。至

11月底，公司年度保费收入迈上1300亿元平台，总资产突破8000亿元，综合实力稳步增强。

这一年，社会责任又结出了新的硕果。环卫工人项目覆盖全国百城，精准扶贫项目覆盖10个贫困地区，志愿服务

活动超6万小时，公司获得“2019金融服务百强”“2019年度最具社会责任感幸福企业”等一系列荣誉。

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值得我们为自己骄傲和点赞。同时，我们更要向广大客户、各位股东、社会各界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感谢！这是我们风雨无阻、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

展望2020年，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一幅更加绚丽多姿的画卷在召唤着我们。无限风光在险峰，正等待着我

们去奋勇攀登，接续奋斗。

新的一年，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作为中投公司管理的上市险企，我们要自觉主

动地融入国家战略，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强使命担当，以新局面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共进，与民生相融。

新的一年，是公司实施新战略的开局之年。“二次腾飞”的蓝图虽然催人奋进，但并非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需要我

们树立科学的工作态度，全面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科技创新、协同创新；需要我们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念，尊重市场

规律、顺应行业趋势、把握客户需求、落实股东要求、倾听员工呼声。

新的一年，是公司全面加强党建的关键之年。初心不忘，使命担当，党建引领，续写华章，需要我们全面巩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顺利完成公司党委改制，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两个优势

全面融合，充分释放。

新的一年，“新华精神”要再一次发扬光大。面对严峻的竞争形势，全体新华将士必须以一种坐不住、等不起的紧

迫感和担当感，以守护美好生活为己任，只争朝夕，奋勇争先，创造可圈可点的佳绩。

最后，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好成绩，呈现更佳风采，达成更高目标。祝全体同仁及家属新年快乐，鼠年大

吉，阖家幸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总裁

2019年12月31日



12月25日，新华保险召开新任管理干部任职

谈话会。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总裁李全作

集体任职谈话，公司纪委书记、总裁助理岳然作集

体廉政谈话。公司副总裁黎宗剑主持会议。公司

党委副书记张泓、副总裁李源、龚兴峰、于志刚参

会。总分子公司共27位新任管理干部参会。

李全作题为《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做一名新

时期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的好干部》的重要讲话，

他从公司战略出发，对新任职的领导干部提出了

五项要求，勉励领导干部忠诚履职、恪尽职守、担

当作为。

第一，强化“一岗双责”，坚守初心抓好党

建。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一岗双责”；二

是要贯彻落实公司要求，全面加强本单位党的政

治建设；三是大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推动

党建和业务的深度融合。

第二，坚定执行公司发展战略，关键时期勇

于担当作为。一是要坚定执行公司战略，坚决完

成各项任务目标；二是要拼搏奋进，勇于担当作

为；三是要创新进取，努力实现新突破。

第三，认真做好班子建设，形成整体合力。

一是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二是要

带头执行好民主集中制；三是要讲团结顾大局。

第四，守住合规底线，加强廉洁自律。一是

要合规经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二

是严守纪律规矩，做清正廉洁的表率。

第五，希望大家坚定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

提升素质修养。

岳然作任前集体廉政谈话，他从纪律建设角

度，对新任职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是

保持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清醒认识，不断提高政

治站位；二是正确对待监督、主动接受监督；三是

带头树立领导干部良好作风形象；四是严格执行

制度，正确履职用权；五是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公司党的

建设和“二次腾飞”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华保险与浦发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 月 23 日，新华保险与中国大地财产保

险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保险兼业代理协议签

约仪式。

新华保险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总裁李

全，中国大地保险党委副书记、总裁陈勇共同出

席签约仪式。新华保险副总裁李源与中国大地

保险副总裁肖学通代表双方签约。中国大地保

险监事会主席郭敏、副总裁尚勇涛、总裁助理路

晓伟等相关人员出席签约仪式。

李全表示，作为中国保险业的领先企业，新

华保险和中国大地保险在中投生态圈的战略指

引下，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与此

同时，两家公司深挖主业互补优势、业务模块协

同发展潜质，在业内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合作模

式，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次代理协议的续签，恰值新华保险努力

推动“二次腾飞”的关键时期。为实现“中国最优

秀的以全方位寿险业务为核心的金融服务集团”

的发展愿景，新华保险确立了“1+2+1”的战略构

想：即以寿险业务为主体，以财富管理、康养服务

为两翼，以科技赋能为支撑的“一体两翼+科技

赋能”布局。本次代理协议续签后，双方将进一

步夯实合作基础，深化合作层次，拓宽合作领域，

推动双方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兼

业代理业务的独特优势，为公司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陈勇表示，当前，新华保险和中国大地保险都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华保险以全新的

发展理念、全新的姿态亮相行业，给行业带来了无

限期盼。大地也会借助“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

工程带来的科技转型，以及数据中台、技术中台、客

户应用平台的打造，提升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与

合作伙伴共同构建保险生态的能力。相信新华保

险和中国大地保险双方能进一步携手共建保险生

态，实现优势互补、科技协同。

双方一致认为，本次签约将促进双方在业

务相互代理、队伍科技赋能、产品融合共销等方

面的广泛合作。

新华保险与中国大地保险
继续签署保险兼业代理协议

新华保险召开新任管理干部任职谈话会

加强合作 携手共赢
12月23-24日，新华保险分别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签署保险兼业代理协议、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月24日，新华保险、新华资产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上海浦发银行大楼举行。

新华保险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总裁李全，

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陈正安共同出席签约仪式。

新华保险副总裁黎宗剑与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代

表双方签署《新华保险—浦发银行战略合作协

议》；新华资产总经理张弛与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

代表双方签署《新华资产—浦发银行业务合作协

议》。新华保险副总裁于志刚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

谢伟表示，多年来与新华的合作密切，很多业务

引领了银保合作领域的创新突破，战略合作协议的

签署将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实现互补双赢。

李全对双方过往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双方的合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建立了深厚的情

谊和良好的合作基础。新华保险将始终坚持客户

导向，贴近市场，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并将根据浦

发需要量身定制专属产品，增加深度和黏性。期

望双方继续本着互相信任、互利互惠的原则，持续

扩大合作规模，在现有合作领域基础上，进一步扩

展在养老保险、康养服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

对双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相信新华与浦发将树

立银保合作典范。

黎宗剑表示，双方的合作，感情是基础、业务是

纽带、双赢是目标。浦发银行与新华保险的合作关

系可以看作是山与水，互相依存、互相衬托，山水相

连山更美，水山相依水更长，希望双方能夯实合作

基础，优势互补，实现共赢，更上一层楼。

于志刚表示，在过往银保合作中，双方机构实

现了广覆盖、高效率、强执行，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浦发银行客户质量优，客均产能高，希望双方

未来能在创新领域加强交流合作。

张弛指出，保险做基金投资有优势，注重绝对

收益，在监管新规下，有信心双方将更大规模地开

展业务。

双方一致认为，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将发挥牌

照互补优势，积极在银保代理、资产托管、委托投

资、养老保险等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为缓解蚌埠市血液供应紧张状况，2019年12月12日，蚌埠中支联

合蚌埠市血液供应站，共同开展了员工无偿献血活动。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有35人参与献血，献血量达12200ml。今后蚌

埠中支将组织更多公益活动，奉献更多的爱心。 （刘易生）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新华蚌埠

近日，黑龙江

分公司联合黑龙江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走进肇东新立小

学举办“希望工程

情暖童心爱心午

餐”捐助仪式，为新

立小学留守儿童补

贴3万元爱心午餐

费用，让学生们吃

上营养健康的午餐。

三年来，黑龙江分公司尽企业之力对新立小学的留守儿

童进行帮扶慰问，希望通过志愿者的关爱为他们的健康成长

助力。 （张绍良）

新华黑龙江

为留守儿童捐赠爱心午餐

走进“爱心之家”送温暖
近日，呼伦贝尔中支全体党员前往海拉尔区“爱心之家”，送去了

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为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送去冬日的温暖。

“爱心之家”是海拉尔区边缘的一处由废弃砖瓦房屋及板房构成

的院落，“爱心之家”的“大家长”梁奶奶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苦难的人

们撑起了一片天，其中有无家可归的老人、智力缺陷的孩童、身体残疾

的青年。梁奶奶已73岁高龄，公益之举有26个年头，靠着社会的帮助

与梁奶奶的支撑，“爱心之家”爱护着大家一载又一载。 （高珊）

新华呼伦贝尔

举办“普法惠民”公益讲堂

近日，黄石中支组织36名员工及客户开设“普法惠民”公益讲堂，

围绕常规法律知识进行专题讲座。

活动特邀律师从劳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房产交易、法律援助

等方面解析了法律知识点，普及了盗抢、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防范措施，为客户发放法律宣传手册，并现场与客户进行答疑互动，帮

助客户了解常规法律问题的应对方式。 （吴惠芬）

新华黄石

寒冬送温暖 心系彝乡人
近日，乐山中支志愿者又踏上了通往马边县雪口山乡的道路，搭载着

满车慰问品，只为在这寒冷的冬天将新华保险的关爱送到每一位贫困户

手中。

乐山中支志愿者吕延凤为每户扶贫对象写好了对联，祝愿他们来

年万事顺利，他们将慰问品一件件送到每一位帮扶对象手中，贫困户吉

克罗根感动地说：“谢谢你们时刻牵挂着我们，在这么冷的冬天还来看

我们。”

自2017年以来，乐山中支志愿者团队多次前往马边乡开展扶贫慰问

活动，两年多的相处，志愿者们和帮扶对象俨然成为了一家人。（陈凤玲）

新华乐山

参加公益徒步活动

近日，马鞍山中支参加了由马鞍山郑浦港新区现代化产业园区管

委会、马鞍山市慈善总会和小马网共同发起的“10季同行 益路同行”公

益徒步活动。

本次公益徒步活动所募捐的费用将汇入马鞍山慈善总会账户，用

于马鞍山18岁及以下儿童的白血病救助。今后马鞍山中支将带动更

多的力量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朱文思）

新华马鞍山

寒冬送关怀 新华暖人心
近日，韶关中支乐昌营销服务部坪石启航部一行来到秀水镇看望慰问朱先生一家。

朱先生在2018年务工时左手不幸被毒蛇咬伤，造成左手残疾，目前仅靠做临时工支撑全

家生活。他的妻子生活无法自理，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五口之家挤在两个小小

的房间，家里一贫如洗。

新华保险志愿者此行特意带来了食用油和大米等慰问物资。得知朱先生正在上三年级

的女儿没有购买学平险，志愿者就赠予了她一份新华保险的学生平安保险，以实际行动温暖

这个困难家庭。 （官原金）

新华韶关

情暖冬至 感恩有您

为弘扬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冬至当

天，石河子中支党小组开展“情暖冬至 感恩有您”主题活动，中支

党员及志愿者带着饺子、牛奶、五谷杂粮、新华保险新年大礼包等

慰问品，来到58社区党员家中，对年近80岁的老党员进行慰问，

为老人送去节日的关怀与温暖。 （张春萍）

新华石河子

走进养老院 关爱老年人

日前，新华保险志愿者联盟吉林分部携手长春中支党支部前

往长春市绿园区温馨养老院，为230余位老人送去了米、面、油、

水果等生活必需品。

在养老院里，志愿者们与老人唠家常，帮助老人打扫卫生，为

老人包饺子，使老人们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谷思宇）

新华长春

开展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活动

新华广元

2019年12月18日，广元中支一行来到万源老街社区，慰问万源环

卫所的环卫工人，并为他们赠送了50袋爱心大米。 （徐凤华）

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新华淮北

近日，淮北中支积极响应淮北市团市委扶贫公益活动

号召，购买了米、面、油等物品前往淮北市临涣镇进行现场

捐赠，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张鹤）



政保合作 再续新篇
日前，汉中中支与汉中市计划生育协会签

署2020年合作协议。该协议涉及计生贫困家

庭意外和疾病保险、特殊计生家庭重大疾病保

险两类，凡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贫困父母及其

年龄在18周岁以内的子女、计生特殊家庭均在

保障范围。汉中中支已连续两年参与该计生

保障项目，此次协议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再续

新篇章。 （涂文）

组织参观
红色教育基地

参观中共三大会址
近日，广东分公司保费部党小组成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参观了广州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

共三大会址。通过形象生动的党性教育活动，使大

家深刻感受到南粤大地丰富的红色文化，重温了96

年前党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峥嵘岁月。（贾晓敏）

开展“回望历史，牢记使命”
主题党建活动

为传承发扬爱国主义

精 神 ，践 行 新 时 代 使 命 担

当，近日，杭州中支开展了

“回望历史，牢记使命”主题

党建活动，组织支部党员参

观了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纪

念馆，深入了解身边的红色

历史和爱国卫生运动的意

义。全体党员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推进企业各项业务

健康发展。 （胡畅）

举办“歌唱祖国歌唱党”红歌比赛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内蒙古分公司举办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歌唱祖国歌唱党”红歌比赛。大家以饱满的热情，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对

公司、对本岗位的热爱。

弘扬道德力量 传承清廉正风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近日，青岛分公司组织党员干部

走进青岛市清廉家风馆参观学习，弘扬道德力量，传承清廉正风，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

的廉洁作风和自律意识。

全体党员参观了序厅、清气满乾坤、丹心照汗青、清廉在岛城和尾厅五个展厅，观看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政家风建设的视频讲话、朗读革命烈士家信、电子毛笔书写家

训、聆听优秀家风故事等，深深领悟到良好家风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重要影响。此

次活动为分公司推进廉洁作风和优良党风建设增添了活力。

重温党的历程
传承红色精神

为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接受革命传统洗礼，近

日，湘潭中支组织党员赴湘潭党史馆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让全体党员铭记历

史，传承红色精神，真正以共产党人的吃苦精神、担

当精神和奉献精神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叶幸男）

为全面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扎实开

展，保定中支组织党员参观留法勤

工俭学活动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

再一次深刻表达对党忠诚，为党的

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愿望。

（程薇）

柜员技能大比武
为进一步加强机构柜面人员队

伍建设，全面提升公司柜员的整体素

质，近日，青海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在

全省柜员范围内举办“竞技、协作”为

主题的“服务大比武，技能大提升”活

动，力求打造一支团结向上、综合素

质高、业务技能强的综合柜员队伍。

（张香贵）

组织党员参观
革命历史纪念馆

近日，茂名中支

组织党员及内勤员工

前往化州市革命历史

纪念馆参观学习。通

过观看大量革命遗物

和聆听讲解员的详实

讲解，激发党员的爱国

热情，切实提升党员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柯泳娴）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秦皇岛中支党支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党群工

作中心开展了“重温峥嵘岁月，致敬时代楷

模”主题党日活动。

在党建馆内，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接受

红色洗礼，纷纷表示要以“燕赵楷模”为榜样，

接力沈汝波，为民做好事。 （李南）

开展爱国主义实践活动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近日，重庆分公司机关党支部、渠道

党支部开展爱国主义实践活动，组织支部党员参观重庆

建川博物馆，进一步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把爱国主义

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李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