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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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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PROFILE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联人寿”）成立

于2014年12月26日，是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成立的全国性寿险公司。公司总部位于江苏无锡。

公司开发的产品覆盖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以“便捷、专业、亲和、互

动”的服务理念，高效透明的运营体系、完善的销售服务网

络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有效发挥了保险的经济

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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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

诚信 稳健 创新 共享

1.2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企业愿景

致力于成为受人尊敬的现代寿险企业

企业使命

为万众幸福生活提供保障，为社会和谐发展

做出贡献

企业精神

奋发有为 开拓进取 勇往直前 永不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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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1大事记

CHRONICLE OF EVENTS

1月15日

由 无 锡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指
导，国联人寿主承保的无
锡市首款定制普惠商业健
康保险“医惠锡城”正式发
布。

3月3日

国联集团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张佐宇一行赴国联
人寿开展党建纪检及经营
情况调研活动。

3月8日

由国联人寿科技团队自主
研发完成的首个数字化试
点项目“渠道营销平台”正
式发布上线。

3月15日-19日

国联人寿组织开展2021年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

育宣传周活动。

3月15日

江苏银保监局评估组赴国
联人寿开展为期两周的公
司治理现场评估工作。

3月28日

首 届 宿 迁 马 拉 松 成 功 举
办，作为官方赞助商，国联
人寿为超过1万名参赛选
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提
供了全方位的保险保障和
现场服务。

4月11日

2021年无锡马拉松成功举
办，作为高级合作伙伴，国
联人寿为超过4万名参赛
选手、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险保障
和现场服务。

6月25日-7月15日

国 联 人 寿 开 展 2 0 2 1 年
“7·8保险公众宣传日活

动”。

4月24日

由无锡“融·媒+”党建联盟
和无锡金融工会主办，无
锡日报报业集团工会和财
经融媒中心承办的国联人
寿杯“你好未来”徒步活动
在尚贤湖湿地公园举行，
1000多名来自全市各金融
单位代表参加徒步活动。

4月26日

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
副局长李金辉一行赴国联
人寿调研。

01月

03月

04月 06月

05月 09月

08月 10月 12月

11月

5月21日

国联人寿党委组织全体党
员赴宜兴开展党史学习活
动。

5月29日

国联人寿荣获第四届华夏
时报保险科技峰会“健康
管理创新奖”。

10月22日

国 联 人 寿 举 办 2 0 2 1
“1024TMR科技日”主题日

活动。

10月28日

国联人寿第五届个险高峰
会在宜兴成功举办。

10月22日

国联人寿荣获《每日经济
新闻》2021 中国（金融）金
鼎奖颁奖“年度新锐保险
公司”奖。

8月3日

国联人寿阜阳中心支公司
正式开业。

8月8日

国联人寿福鑫年年终身年
金保险上市。

12月2日

国联人寿通过江苏省四星
级档案工作规范测评。

12月15日

国联人寿召开2022年工作
启动会。

12月17日

国联人寿荣获《保险文化》
第十六五届中国保险创新
大奖“年度寿险公司”奖，
国联人寿鑫运一生终身寿
险获评为“年度推荐互联
网保险产品”。

11月12日

国联人寿党委中心组召开
学习会，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
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11月7日

“医惠锡城2022”启动会在
无锡太湖饭店召开，无锡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秦咏薪
等领导出席。

9月15日

国联人寿与中科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立信会
计金融学院保险学院签约
创立“国联人寿创新科技
实验室”。



1.4
COMPANY HONORS

公司荣誉

国联人寿荣获2021第四届华夏时报保险科技

峰会“健康管理创新奖”

国联人寿荣获每日经济新闻2021 中国金融发

展论坛暨 2021 中国（金融）金鼎奖颁奖评选

“年度新锐保险公司奖”

国联人寿荣获《保险文化》第

十六届中国保险创新大奖“年度

寿险公司”奖

“鑫运一生终身寿险”获《保

险文化》第十六届中国保险创新

大奖“年度推荐互联网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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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键数据
KEY DATA

截止2021.12.31

110.90亿元 11.75亿元 36.03亿元 29.00亿元

总资产 净资产 2021年度总规模保费 新单规模保费

年实现利润 财务投资收益率

218.60万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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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单业务价值标保6.8 亿元

 

1.6 BUSINESS DATA

业务数据

长期护理保险年度保费：7687.9万元

健康险：

医惠锡城承保人数：651775人     

年度保费：6452.6万元



PARTY

BUILDING

工作理念

业务发展

主要活动

党建

02



党建工作理念

PARTY BUILDING CONCEPT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融合式党建工作模式，以“党建+转型发展”

为思路，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线，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管党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为实现公司

“十四五”良好开局、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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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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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业务发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组织开展建党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围绕党史学习教

育主线，选树一批先进典范，开展“510”思廉日活动，组织

“百年辉煌”系列宣传，举办“百年回眸”专题活动，推进“献礼

百年、点亮爱心”公益活动等。

建立了管理序列、专业序列人员管理办法，实施分类分

层管理。

持续加强人才引进和优化，通过市场化机制加大人才引

进力度。持续加强人才培育和发展，构建了多形式立体化培

训体系，着力打造“讲武堂”、“学习会”、“走出去”等培训。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发扬保险“大爱”

文化，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赴无锡马拉松赛场志愿服务，青

年志愿队关爱孤寡老幼等特殊群体，进一步优化保险便民服

务网点，为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强化普惠型健

康保障产品和服务推广，先后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和“医

惠锡城”惠民保项目，为老百姓提供高质量的健康、医疗和护

理保障。

02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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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引领

深化理论武装

夯实人才队伍

办实事求实效

落实“党建入章”要求，建立健全公司党组织议事决策机

制，构建了党委会议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党委前置

研究讨论重大事项规程等决策机制。

积极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响应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

划要求，实施职业经理人机制和总裁市场化选聘。建立健全

管理机制，2021年修订了10项各类内控制度，完善公司治

理，进一步优化公司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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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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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活
动

Main activities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公司党委组

织党员赴宜兴开展党史学习活

动。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公司党委举办专题学习研

讨活动，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12月30日,公司举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会，邀请无锡

市委党校张鸣年教授作宣讲授课，

公司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及全体党

员参加会议。

江苏分公司党支部积极响

应社区号召，主动下沉一线组

织开展防疫志愿服务，用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4月24日，“国联人寿杯”

无锡“融•媒+”党建联盟徒步活

动在尚贤湖湿地公园举行。

5月26日，公司党委邀请

江苏省委宣讲团成员、江南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唐忠宝教授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6月7日，国联人寿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

为深刻缅怀革命先辈，继

承先烈遗志，弘扬英烈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在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之际，公司举行“清明祭

英烈”主题党（团）日活动。

“迎七一 践初心”公司直

属一支部组织党员参观无锡国

有企业廉政教育基地。

党
建



经济助推器

社会稳定器

普惠性补充医疗保险

公益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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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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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助推器2021年6月9日，公司投资中保投齐芯（嘉兴）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000万元。

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符合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监管导向，在为公司创造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践行国企社会

责任，为支持国家核心战略和产业升级做出了贡献。

2019年12月，公司签约受让SK海力士幸福（无锡）医院管理有限公司3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2.1亿元），并按照

医院建设进度分批实缴出资，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实缴3600万元。

海力士医院定位为以心血管中心与消化系统肿瘤为特色的三甲医院，公司出资参股无锡地区优质医院资源，符

合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精神，有望发挥保险资金长久期优势，助力地方医疗大健康产业发展。

发挥险资长久期优势，积极认购无锡本地企业发行的债券，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截至报告日累计投资无锡地方企

业债券共1.3亿元，其中2021年内新增投资红豆集团中期票据1000万元。

战略新兴行业投资

投资区域发展

ECONOMIC BOOSTER

3.1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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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社会稳定器

借助市场领先的学科技术和人机交互团队，主承办宜兴市长期护理保险，覆盖80余万

人，约占宜兴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的70%。评估通过率87.24%，发放待遇5214.15万元，待遇

享受逾3.77万人次。经办工作蝉联无锡全市经办商保机构年度考核第一名。

扛起常态化疫情防控国企担当职责。2021年，公司向无锡地区参与援助常州新冠疫情

防治的医护工作者、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和无锡市急救中心参与本地疫情防治的医护工作

者捐赠为期一年的专属保险保障，累计承保1660人，累计保额9.13亿元。

公司承保江阴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项目保险，倾情服务职工群众，有效帮扶企业职

工、困难群体。2021年，共发生赔案12571件，共发生赔款金额456.17万元。

承接由宜兴市残疾人联合会统筹，杨巷镇人民政府和新庄街道为辖区持证残疾人投保

补充医疗保险，承保515人，累计保额1545万元，共发生赔款金额20.41万元。

承接江阴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障，服务5个村民委员会和老年人协会，承保2174人，累

计保额5.09亿元，共发生赔款金额11.63万元。

普
惠
性
补
充
医
疗
保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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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总额2578.91万元

覆盖率居国内同类城市前列

“医惠锡城(2021)”参保总人数651775人



3.4公益

2021年公司持续关注弱势群体，围绕“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号召客户、员工

参加线上公益积分捐赠活动，用捐赠的积分关爱弱势群体。期间，公司为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梅

园社区残疾人之家送去了智能电饭煲，传递爱的声音，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使他们以更健

康积极乐观的心态去看待生活，勇敢面对人生的挫折。

悦享国联

2021年，公司向无锡地区参与援外(常州)新冠疫情防治的医护工作者、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和

无锡市急救中心参与本地疫情防治的医护工作者捐赠为期一年的专属保险保障，累计承保1660人，

累计保额9.13亿元。

提供保险保障

公司党委发出《亮出旗帜 争当先锋 在疫情防控战场上书写忠诚担当》倡议书，号召全体党员干

部员工发扬先锋、争当表率，根据“三报到三服务”要求，主动到居住地社区报到，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志愿活动，助力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服务一线疫情防控

战疫有温度

扩展“国联人寿康佑人生A款重大疾病保险”等12款产品的保险责任。

提供24小时报案受理、全类型线上申请、理赔简化手续、小额分钟级赔付等服务，针对感染新冠

肺炎客户取消等待期、免赔额、定点医院等限制，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第一时间快速理赔。

扩展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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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股权

04

SHAREHOLDER

股东股权

公司治理

风险管控

合规运营



股东股权

SHAREHOLDERS'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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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LOGO展示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志软件有限公司

江苏开源钢管有限公司

无锡市电子仪表工业有限公司

无锡万迪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备注:数据截止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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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股权(92.5%)

股权结构

民营股权(7.5%)

OWNERSHIP STRUCTURE

1

2

3

4

5

6

1

2

3



风险管控 RISK CONTROL

公司逐步完善由董事会负最终责任、专业委员会经授权负责相关职能、管理层直接领

导、风险管理部统筹协调、审计部监督检查、各业务单位、职能部门负首要责任，分工明确、

路线清晰、相互协作、高效执行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遵循“主动风控、专业风控、精准风

控”的风险管理理念，健全完善与公司发展战略和风险轮廓相匹配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运

行机制，构建“全面覆盖、全程管理、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体系，坚持执行“稳健型”风险偏

好，搭建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公司积极落实“以风险为导向”的监管理念，从高层做起，全员

参与，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实践于行，不断深化“风控创造价值、合规促进发展”

的风险管理文化共识，持续提升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资本利用效率，促进公司健

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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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和现代企业管理要求，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

构。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设立了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审计、风险控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分别

对公司经营层履职情况及公司运作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

层在遵照职权相互制衡前提下，客观、公正、专业地履行各自职能，为公司实现经营目标提

供支持。

十四五期间，公司将持续完善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及高管层治理，加强风险

内控及关联交易治理，逐步形成适合公司自身特征的市场约束机制，不断提升公司治理的

合规性、有效性。

CORPORATE GOVERNANCE



合规运营
COMPLIANCE OPERATIONS

公司积极贯彻落实监管部门相关要求，遵循“慎始敬终、行稳

致远”的合规风控管理理念，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业务规程，加

强合规风险培训与合规意识提升工作，落实监管文件宣贯、合规审

查、合规预警、合规检查、问题整改、问责处罚、合规措施动态调整

完善等一系列管理程序、措施和办法，完成合规风控管理目标。

2021年，公司未发生重大行政处罚事件、司法案件、洗钱案件、非法

集资案件、重大保险欺诈、销售误导案件、重大投诉案件。

公司重视合规文化培育，积极构建学习型合规风控队伍，强化

法律合规理论实践研究，形成部门横向及机构纵向的良性专业互

动，探索定期学习交流分享机制。同时，公司注重针对全体员工的

常态化合规宣教工作，组织开展系列法律合规宣传培训活动，进一

步深化合规理念传导。此外，公司强化对从业人员及保险消费者的

合规宣导，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合规宣教活动，增强公司全员

和社会公众的风险防控能力，激发合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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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了“国家安全日”“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反诈拒

赌”、“12.4国家宪法宣传日”等宣教活动，发布了典型案例警示，组

织了线上答题通关测试，牵头拍摄了反洗钱系列宣传视频，并在无

锡市金融系统反洗钱宣传竞赛中获得了二等奖。二是构建学习交

流例会机制，进一步强化法务团队学习形态。加强法务条线的反洗

钱理论研究，积极组织法务条线参加了2021年江苏省反洗钱征文

比赛，并获得了团体优秀组织奖，相关工作人员分别获得了二、三

等奖。

深入贯彻七五普法相关要求，邀请监管领导、外部律师专家开

展了反洗钱监管政策培训、“九民纪要”法律培训、“如何防范劳动

用工法律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系列专项法律培训4次，进一步

提升了全员守法合规意识，并形成七五普法工作报告向集团进行

了报送。

依托“国联人寿”视频号，发布了“国联人寿i合规”系列线上宣

传视频，通过新媒体方式，积极开展监管政策解读等法律合规宣

导，提升宣导广度和影响力。



客户服务年度情况

理赔件数与理赔总额

用心服务，创新价值

提升客户体验

05

CUSTOMER

EXPERIENCE



900,941
客户服务年度情况
客户数：900941人（含医惠锡城）

理赔件数
与理赔总额
2021年度

理赔总件数66072件

理赔总额1.3亿元

个人险396件

赔付2576.68万元

团体险1719件

赔付2414.84万元

宜兴长护险赔付37693件

金额5214.15万元

2021医惠锡城项目

医疗及特药累计赔付2788件

金额2578.91万元

健康增值服务168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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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宣传周活动期间，通过多种线上、线下媒介进行教育宣传，较好地提升了客户消费者风险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活动共触及消费者人次2.34万，发放各类宣传资料数量1.6万份，约5000人次

客户进行了在线阅读学习，较好地提升了客户消费者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7.8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期间，公司积极贯围绕“不忘初心·守护美好”的行业宣传主题，在职

场张贴主题海报，线下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多项活动。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期间，公司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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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主题，通过在职场张贴

主题海报，利用大楼LED电子屏、广告机等平台，滚动播放本次活动的主题、口号和海报，利用短视

频、宣传折页、走进社区开展知识普及等方式，以通俗易懂形式向消费者传播金融保险知识，引导消

费者理性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公司持续加强对内外勤员工的消保培训，强化员工消费权益保护意识，449 人参加专题培训。

国联人寿荣获2021第四届华夏时报保险科技峰会“健康管理创新奖”。

用心服务，创新价值
Attentive service and innovative value

制度建设

服务创新

公司制定并下发了《国联人寿消保审查操作规程》和《国联人寿客户信息保护暂行管理办法》，建

立消保信息披露机制，将产品和服务信息披露覆盖售前、售中、售后全流程，且部分合作第三方的管

理制度中体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要求，全面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查纳入机构风险管理和内部

控制体系。      

公司出台了《保险消费者宣传教育及风险提示管理办法》，拟订了消费者宣传教育工作的年度计

划和相应工作方案，有序推进宣传教育及风险提示工作。

引导客户使用非接触式远程服务，使客户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公司便捷的自助保单服务。从客户

使用频次出发，持续丰富公司微信远程服务项目，辅以人脸识别、OCR、空中签名等技术应用，较好地

提高客户服务品质，提升客户体验感和满意度。

推出“柜面贴心服务活动”。通过各机构柜面设置老年人服务岗，引导和辅助他们使用智能设备；

给各柜面配置老花镜、常备药箱、轮椅等设施，为老年客户提供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优化官微功

能，开发“长辈模式”，字体略大、页面简洁，更利于老年客户识别与操作；客服热线新增了老年人专属

按键“7”，配备专属服务人员，可确保老年人一键直达。经统计，60周岁以上保险消费者在客服热线

中要求人工服务至接通人工服务的平均时长为18秒左右，客户在线等待时间较短，体检感较好。 

初步搭建“快易赔”理赔服务体系，提供“一站陪护式”理赔服务，包含“重疾一日赔”、“微信易理

赔”、“心联馨探视”、“预付理赔款”、“理赔记实录”“赔后留关爱”六项特色服务，树立理赔服务品牌。

实现全渠道微信理赔申请功能，提供无时限、免接触的高效理赔服务，从申请到结案最快30秒完成，

广受客户好评。

在线开通20项保全服务项目，满足客户大部分在线服务需求，实现部分运营服务时效缩短至分

钟级，有效提升了客户的保单服务体验；

官微开通电子化回访功能，通过人脸识别及电子签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投保人身份真实性

进行验证，确认投保人本人接受回访，为客户提供便捷、多样的回访服务。

秉承“关爱健康•乐享生活”全新理念，倾力打造集健康、生活、育儿、旅行于一体的 “悦享•国

联”客户服务生态圈。

消费者教育保护宣传

荣誉



以人为本，
相伴共同长成

06

GROW

TOGETHER

员工概览

员工权益

员工关爱

培训及发展

重点活动



员工概览

Employee overview
男员工：284人

女员工：340人

博士、硕士、本科：3人、65人、508人

 

总员工：6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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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权益

交纳五险一金、设有企业年金，主动维护职工经济权益。

健全工会组织，确实维护职工民主权利。

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

定期开展员工团建拓展活动，举办“新歌声”、“朗读者”、“青年视届”、“书画摄影比赛”、“员工技能大赛”，建设了

员工活动中心，设立了健身房、图书室、瑜伽室、母婴室、休闲吧等场所，造团结、奋进、和谐、健康的工作氛围，加

强公司员工队伍建设，增进员工间的相互交流，培养锻炼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提升公司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

开展员工健康关爱活动

切实做好公司员工的健康保障工作，为员工购买综合商业保险，开展年度健康体检，成立羽毛球、瑜伽等运动兴

趣小组，打造趣味运动会、健康讲座咨询等关爱品牌，促进员工以更加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饱满积极的精神状态投

入到本职工作中;积极关注职工心理健康，加强职工心理疏导。

推进员工慰问福利保障

持续为员工办理团体意外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推进员工家属福利保障计划，定期开展节日慰问、生日慰问，在传

统佳节开展慰问走访、送温暖等活动，让员工深切感受到来自公司的关爱，增加公司凝聚力向心力。

强化特殊群体关怀帮扶

加大对职工家访的频率和深度，了解困难职工家庭收入、支出、健康等情况，设立关爱基金，针对不同困难提供相

应的帮扶，在公司职场建立员工母婴室，对特殊时期的女性职工予以关心和关爱。

职工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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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的职业生涯体系

公司建立有科学规范的职务与职级双序列发展通道，致力于“分类化、差异化”人才培

养模式构建，为员工打造充足的职业发展空间和畅通的职业晋升通道。

“两个支柱”基础建设

公司建立有“部门学习会+学习积分管理”的培训双支柱，持续推进部门学习会机制建

设，营造和发扬学习文化。

培训品牌建设

公司建立有面向全员的“讲武堂”专题系列培训班，定期开展专业课程、管理课程等的

学习分享，强化文化交流和融合。

分类化、定制化培训体系打造

公司打造面向潜质人才的“铸魂”计划、面向骨干员工的“琢璞”计划以及面向公司管

理，满足“因材施教、分类培养、阶梯发展”的培训需求。

培训及发展

2020年重点活动

公司举办三八妇女节“迎接

春天⸺徒步走活动”，总部35名

女职工参加活动，丰富女职工文

化生活。

公 司 参 加 国 联 集 团 篮 球 比

赛，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员工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员工拼搏进

取的精神。

每月寿星员工生日会

公司组织开展主题为“小团

圆”的2021年冬至团康活动，近

40名员工报名参加活动。

KEY ACTIVITIES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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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应用

07

TECHNOLOGY

数字化转型

科技赋能

科技创新实验室

悦享国联

智慧双录

医惠锡城

知识产权



面向营销员，通过基于企业微信的新一代移动营销平台科技

赋能，提供数十项科技新能力；

面向内部员工，推广使用视频直播设备、智能会议平板和企业

微信实现工作协同、远程办公，大幅提升员工数字化办公体验；

面向客户，通过中台服务，整合多项功能，提供更快速更便捷

的服务体验。

秉承“关爱健康 乐享生活”全新理念，倾力打造集健康、生活、育儿、旅行于一体的 “悦享•国联”

客户服务生态圈。生态圈聚焦客户“医、食、住、行、玩”需求，从流量、场景、技术三方面布局，实现客

户通过“同一个账户”享受多元化、科技化及互动性的服务。2021年立足客户服务体验提升，聚焦客

户生命全周期，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全方位升级生活、健康、医疗服务权益，打造暖心、贴心的国联人

寿特色服务圈。健康服务方面，打造“预防、问诊、就医、管理”四大核心板块，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健康

管理服务。公司向所有客户开放在线AI问诊、自助挂号、健康药房、健康短视频等健康服务，为VIP客

户提供24小时家庭电话医生、线上对症预约、转诊导医、紧急救援、重疾绿通等健康服务，实现7*24

小时一键申请，服务无忧。2021年公司送出10585份健康服务权益。

科技赋能

科技创新实验室

悦享国联

2021年，公司联合中科软科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保险学院，成立江苏省内第一家保险科

技创新实验室，搭建锡京沪三地OMO运行模式下的产学研共同合作平台和战略联盟。

实验室创立以来，积极协助政府机构开展保险业大数据分析、EAST建模等工作、举办“大数据分

析在保险内审的应用”、“RPA+AI助力数字化转型”等专题培训，获无锡银保监分局肯定。在新技术研

究和应用方面，积极探索RPA自动化技术，打造数字员工，实现公司差旅费智能报销和估值自动对账

等场景；研究直播技术，打造公司专业直播平台。同时开展多场数字化应用主题的现场和直播培训，

营造公司数字化文化，提升公司员工数字化技能。

数字化转型

通过中台建设赋能渠道营销，实现业务线上化。以销售中台为

落脚点的“方舟计划”，启航方舟销售中台和方舟新一代营销平台2

个系统群，共14个系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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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双录 医惠锡城

知识产权

掌上国联从计划书至回执回

销 全 流 程 线 上 投 保 。客 户 证 件

OCR识别、人脸识别及电子签名

的应用，方便客户操作，提升风险

管控。全线上操作，突破传统承保

流程。智慧双录系统结合AI智能

应用，电子投保、双录流程合二为

一，现场远程投保客户来定。双录

话术实时合成、自动播报。投保资

料投屏展示，客户在线阅读，页面

清晰完整。双录完成，系统智能判

断，实时提交自动质检结果。科技

赋能投保双录流程，保险销售行

为更加规范，客户满意度不断提

升。

2021年，公司开发主承办无锡市首款普惠型商业健康险“医惠锡城”，填补了无锡城市型惠民保

产品供给空白。有效衔接基本医保和大病医保，延展药品保障范围，发挥无锡市生物医药产业优势，

将其用于治疗无锡参保群众高发恶性肿瘤和部分罕见病的高额自费新药、特药纳入保障，切实降低

参保群众高额自费药品用药负担。“医惠锡城（2022）”产品设计进一步提高普惠程度，保费不变，保

障升级，增加质子重离子保障、连续投保降低免赔额、增加近千种常用药品最低5折起线上购药优惠

等服务，首创医保个账支持家庭成员参保、住院自费医疗费用和质子、重离子费用保险金全家共享免

赔额特色服务，特药种类江苏省第一、适应病种江苏省第一。

信息技术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营销平台系统群、方舟销售中台系统群获得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颁发的总计14项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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