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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信息
银保监会党委出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实施办法

近日，银保监会党委正式印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在银保监会机

构改革推向纵深的重要时点，在新体制下全系统坚持不懈改作风转作

风的动员令，体现了银保监会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坚

强意志。

《办法》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全

文共 38 条，包括“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

范出访活动、改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严肃监管纪律、加强督

促检查”等 8 方面内容。

银保监会成立以来，会党委坚决落实“两个维护”，不断强化“四

个自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跟中央步伐，对标中央要求，

把修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作为加强作风建设新起点，重整行

装再出发，扎紧织密作风建设制度笼子，推动银保监会系统作风建设

制度化、常态化，不断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提供更加

坚强的作风保障。

面对强监管严监管背景下对银行保险系统工作作风的新要求，《办

法》着力从制度层面划出明确禁区，定出清晰底线，防范廉洁风险和

道德风险，特别是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10 个方面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具体表现，完善配套制度，整治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过程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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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以扎实的监管工作作风确保

银行保险业有效监管，提升监管权威。

《办法》强调发挥头雁效应，将银保监会负责同志和会机关作为

主要的规范对象，除需要共同遵守的要求外，其中银保监会负责同志

单独自我要求、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内容占纪律要求的三分之一。

《办法》直面突出问题，特别是对问题突出且长期未得到解决的事项

提出较为明确的要求，还对实践中普遍反映的难点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办法》坚持从严从紧，确定了从严的纪律导向要求，整体上所有条

款的标准均依据中央精神，部分严于原有纪律要求。《办法》坚持从

细从实，全文共 38 条，清晰界定了相关规定适用范围，细化了有关工

作程序和要求。《办法》注重创新和实践，围绕构建“亲”“清”监

管关系，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非公务交往报告制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既向系统内通报又向监管机构进行通报的“双通报”制

度等。《办法》注重统筹兼顾，综合考虑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及人员

的融合需要，对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度

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两单位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沿用推广良好做法，

形成全覆盖、无死角的作风建设制度笼子，用同一把尺子定规矩、同

一个标准管干部。

下一步，会党委将把《办法》的贯彻落实作为推动全面落实从严

治党的重要抓手抓实抓好，会党委班子成员坚持党性原则，率先垂范，

带头严格执行，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在《办法》出台后加强宣传，将《办

法》列为全系统各级党委、党校培训的重要内容；要求各级党委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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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落实《办法》情况组织专项检查，加大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

意变通、恶意规避等行为的惩处和责任追究力度，让广大党员干部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确

保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全系统落地生根。

（摘自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协会工作

锡林郭勒盟保险行业协会率领工作组

赴正镶白旗开展扶贫调研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内蒙古保监局、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印发<

关于保险支持深度贫困旗县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内保监发

〔2018〕9 号)文件精神，做好锡林郭勒盟深度贫困旗县的帮扶工作，

9 月 25 日，锡林郭勒盟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付永泉、华安保险锡林郭

勒中心支公司总经理田振伟、华夏保险锡林郭勒中心支公司总经理王

俊玲一行 8 人赴正镶白旗开展结对帮扶现场调研、沟通工作。

在正镶白旗政府扶贫办公室，工作组与当地扶贫办进行了现场沟

通。正镶白旗扶贫办主任乌日图向工作组人员介绍了正镶白旗贫困户

的情况以及保险扶贫在当地的开展情况。沟通中，工作组也对正镶白

旗贫困户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了解，并就如何进行帮扶与正

镶白旗扶贫办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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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沟通了解，工作组对正镶白旗贫困户的情况以及需求有

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两个结对帮扶公司表示，本次调研工作结束后将

针对正镶白旗贫困户的具体情况认真制定帮扶方案，并尽快落实此项

工作。

(图文/锡盟保险协会王晓丽 华安财险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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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中国人寿锡林郭勒分公司举办第二场

“国寿 700 健跑”活动暨亲子寻宝徒步行活动

8 月 26 日上午，中国人寿锡林郭勒

分公司在锡林浩特市植物园举办 2018 年

第二场“国寿700健跑”活动—亲子寻宝

徒步行活动，本次活动共有 1306 人次参

与报名，通过筛选最终有 120 个家庭总计

300 余人参加了现场活动。

活动当天，锡林郭勒分公司副总经理

刘勇、客户服务中心经理谢恩粉、锡林浩

特市支公司经理室成员出席了活动，锡林

浩特市支公司经理赵景慧在开幕式上致

辞，对来宾和客户表示欢迎，同时感谢客

户长期以来对中国人寿的支持和依赖。

锡林郭勒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勇鸣枪发活动正式开始，参赛家庭积

极参与，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公司为参赛家庭准备了精美的寻宝礼物

和参赛奖励，获得客户的一致好评，取得了圆满成功。

锡林郭勒分公司连续两次举办“国寿 700 健跑”活动，实现了公

司与客户高频互动，让健康运动理念在客户家庭扎根。

（图文/中国人寿锡林郭勒分公司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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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锡林郭勒

分公司2018年金融知识宣传月简报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金融知识，

切实增强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识别能

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提升金融素养，

构建和谐的金融环境，锡林郭勒分

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进校园、进

社区”的方式开展了金融知识宣传

活动，在锡林浩特市馨缘小区积极

组织开展了反洗钱、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并以“树立风险意识，

远离非法集资”和“拒绝校园贷、

现金贷，营造健康学习环境”、“预

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等作

为活动口号，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

接受消费者的咨询，向社会群众广泛宣传保险知识普及如何防范非法

集资，提升风险识别和自我保护能力。并在公司办公楼前LED 显示屏

滚动播放“2018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暨提升‘金融

网络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诚信保险，保障美好生活”、“树立风

险意识，远离非法集资”等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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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支公司分别在当地开展了宣传活动，其中阿巴嘎旗支公司经

理室成员及内勤人员于2018年9月18日参加了当地政府组织的阿巴嘎

2018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并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展台

和咨询台，发放了宣传资料，向群众介绍讲解了金融知识，引导广大

消费者汇聚金融正能量，提高社会公众识别防范风险和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意识。

苏尼特左旗支公司于2018年9月20日，利用早会时间向全体营销员

进行金融知识宣传月知识学习。会上由支公司副经理对活动方案进行

了宣读，将金融知识手册等相关知识进行了解读及学习。

此项工作得到了支公司经理室的高度重视，要求在九月份普及金

融知识，让金融知识进万家为重点工作，支公司坚决遵循自查自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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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认清风险，防范风险，与营销人员共同为防范风险意识，普及金

融知识做更多的工作。

（图文/中国人寿锡林郭勒分公司 王丽）

中国人寿林郭勒分公司开展“国旗司旗草原飘

我为祖国点个赞”主题活动

为迎接祖国 69 周年华诞，契合假日经营、品牌宣传和企业文化建

设，根据中国人寿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统一部署，中国人寿锡林郭勒

分公司印发了《关于在全盟系统内开展“国旗司旗草原飘 我为祖国点

个赞”主题活动的通知》，要求全盟系统各支公司在国庆假日期间做

好国旗升挂及企业文化宣传活动。

中国人寿锡林郭勒分公司机关于9月28日在办公楼前悬挂了国旗

和司旗，客户服务中心在营业大厅及楼

前电子显示屏播放了“中国人寿祝福伟

大祖国 69 周岁生日快乐”宣传标语;各

支公司积极配合快速行动，分别于 28-29

日利用晨会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为

祖国点赞等系列活动，积极营造节日氛

围，宣传国寿品牌形象，激励了人心士

气。

（图文/中国人寿锡林郭勒分公司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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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锡盟中支积极开展金融服务宣传活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中心支行、锡林郭勒盟委员会宣传

部等单位联合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中心支行等八部门关

于印发《锡林郭勒盟 2018 年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文件

要求，新华保险锡盟中支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根据要求认真组织落实

宣传活动。

一、积极营造浓郁的宣传氛围

根据文件要求，新华保险锡

盟中支在职场内，积极张贴宣传

海报、悬挂宣传条幅；在职场外，

利用 LED 屏滚动播放宣传口号。

二、设置咨询点，专人讲解

在运营大厅，中支开设金融

服务宣传咨询台，摆放宣传资

料，专人进行讲解。

三、利用新媒体，扩大宣传

借助微信传播力量，在内外勤微信群及微信朋友圈积极转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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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金融正能量争做金融好网民”

倡议书。倡导健康和谐的网络金

融舆论环境，弘扬主旋律、传递

正能量。

四、开设金融知识讲座

新华保险锡盟中支组织开展

金融知识讲座。在活动前期，播

放金融宣传视频《保险让生活更美好》，以歌声传递保险大爱，鼓舞

人心。同时在讲座中，进一步开展金融知识介绍，传播金融知识，预

防金融风险。

在整个金融服务宣传月中，新华保险锡盟中支还将持续不断深入

推进金融服务宣传，切实为提高全民金融素养、防控金融风险、营造

良好的金融环境贡献力量。

（图文/新华保险锡林郭勒中支 张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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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锡盟中支积极落实扶贫工作

根据锡盟金融办、锡盟扶贫办等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锡林

郭勒盟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文

件及锡盟盟委办公室、锡盟行署办公室联合印发的《中共锡盟委办公

室 锡盟行署办公室 关于新增定点帮扶单位的通知》文件精神，新华

保险锡盟中支高度

重视扶贫工作、认

真落实扶贫责任，

中支总经理郝伟亲

自领导扶贫工作，

并确定办公室主任

吉亚泰为具体的扶

贫工作人员，负责

具体工作的推动落

实。

新华保险锡盟中支定点帮扶单位为苏尼特右旗阿其图乌拉苏木都

希乌拉嘎查。为详细了解帮扶单位情况，2018 年 8 月 22 日,新华保险

锡盟中支总经理郝伟亲自带领扶贫工作小组一行五人前往苏尼特右旗

都希乌拉嘎查村与当地书记接洽扶贫工作。都希乌拉嘎查书记额尔德

木图详细介绍了当地情况。据了解，都希乌拉嘎查主要以畜牧业为主，

拥有草场面积 69.51 万亩。全嘎查共有 165 户、总计 431 人；常住人

口 119 户 356 人；劳动力人口 281 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3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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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农村养老保险 226 人，享受牧区最低生活保障 64 人；牲畜品种主

要以苏尼特羊、骆驼、蒙古马、蒙古牛为主。水源井 55 眼，其中机井

17 眼、筒井 38 眼。嘎查共有贫困户 28 户 86 人，贫困人口占嘎查总

人口的 20.2%；嘎查有 4 名在读贫困大学生。

新华保险锡盟中支总经理郝伟在详细了解该嘎查实际情况后，积

极与当地书记就扶贫工作事宜进行沟通，了解当地扶贫工作需求，并

初步拟定扶贫计划方案。目前，新

华保险锡盟中支已向苏尼特右旗

红十字会捐款 1 万元，用于修建水

窖。后续，新华保险锡盟中支将依

据当地实际情况，提供定项扶贫支

持，全力扶助当地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摘帽。

（图文/新华保险锡林郭勒中支 张启明）

太平洋保险锡林郭勒中支积极开展

2018 年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

我司自接到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中心支行等八部门关于印发《锡

林郭勒盟 2018 年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认真研读了本通知，

并根据通知要求开展了送宣传资料活动及对本司员工进行了金融知识的培

训。通过此次活动与培训，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了知识普及，提高社会公众

识别防范风险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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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宣传活动共分为三个部分，9 月 17 日我司人员共 5 人到办事处

及社区进行广泛宣传并发放传单，共计发放宣传单 105 份；9 月 20 日我司

人员 2人进入一所书法学校与学校人员及学生家长进行了讲解并予以发放

传单，共计发放宣传单 182 份；9 月 26 日我司对员工进行了培训，对金融

知识宣传手册中的八大内容进行了宣导，并对“网聚金融正能量争做金融

好网民”倡议书进行了倡议，弘扬主旋律，传递了正能量。

金融宣传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并发挥学习金融知识的深远意义。弘

扬金融正能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充分发挥了金融平台的作

用，用充沛的正能量挤压负能量的生存空间。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家

庭等形式开展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开设金融知识微课堂，推动金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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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有效覆盖各类金融消费者。针对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各

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进行了多方位多维度的金融风险提示，帮助金融消

费者提高防范和应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

（图文/太平洋保险锡林郭勒中支 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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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保险锡林郭勒中心支公司开展

廉洁教育月活动

根据上级公司 2018 年廉洁教育月的工作部署，中国大地保险锡林

郭勒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上午组织全体党员同志学

习了《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学习读本》，并于下午带领党员同志参

观红色记忆馆，了解我党不同时期艰苦奋斗的历史。

通过此次学习活动使党员同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要加强国企党员同志道德修养，着力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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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大地保险锡林郭勒中支 蔡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