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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平安公益活动回顾

百年基业，责任为先。 平安人寿始终

怀抱感恩之心回馈社会，致力于承担社会

责任。 在依法经营、纳税的过程中创造企

业的阳光利润；为社会提供数十万就业机

会；努力尽到道德责任与公益责任，倾情

倾力于教育、红十字、绿色环保等各项慈

善事业中。

持续

聚焦慈善，爱在持续。 慈善不是偶尔

一次的付出，关爱在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

中不断升华。

连续

10

年组织无偿献血活动，

2012

年员工无偿献血量逾

56

万毫升。

通过低碳

100

行动计划，持续推动低

碳运营。推广

MIT

移动展业，每年可为公

司节约纸张

100

吨、人工

1700

人、费用逾

亿元。

倡导环保理念，营建“万亩平安林”，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传递

聚焦慈善，爱在传递。 爱在相互感染

中汇聚，爱在默默奉献中传递。学会感恩，

让爱在传递中点亮整个世界。

规划援建超过百所希望小学，每年组

织逾百次希望小学支教活动。

举办第二届中国平安希望小学校长

教师培训班 ， 提升平安希望小学基础

教育水平 ， 将爱心传递给希望小学的

孩子们。

向

50

个留守儿童家庭捐赠春节返乡

往返机票，支持留守儿童家庭父母春节返

乡，传递平安人寿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与成

长祝愿。

参与

聚焦慈善，爱在参与。每一天，每一点

滴的汇聚， 将是一股巨大的社会正能量。

点滴善行，可以汇聚人间大爱。

平安员工志愿者服务时间逾

3

万小

时。

“爱在金秋温暖行”和“善水行”系列

公益活动，参与客户逾

200

万人次。

关注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环境保护，

平安人寿客户服务节与全国

5000

多万名

寿险客户分享欢乐。

荣誉

道义在心，责任在肩。

2012

年，平安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努力，取得了社

会各界的认可。 公司六度蝉联“最具责任

感企业”、连续第十一次荣获“中国最受尊

敬企业”等众多荣誉。平安将用公益心、慈

善情，为社会贡献更加深厚、更加持久的

精神力量。

从保险的本质来讲，保险诞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济互助。现代商业保险为社会风险管理当好参谋顾问，提供切实的经济补偿保障和防灾减损服务。

可以说，保险生来就具有互助、补偿的慈善特性，是爱与责任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保险公司其实就是在做“商业慈善”。 而慈善文化的建设正是保险诚

信文化建设中最基本的命题之一。

契约是保险在法律层面的外在表现，而慈善则是保险的本质。 因为有了慈善的本质，才有了保险的存在，因为有了契约精神，现代商业保险才能得

到更强大的发展活力，慈善文化和契约文化共同构成了商业保险特有的魅力。

对客户和公众来说，买保险是对家人对自己的“善”。 保险是与爱共生的一种特殊产品。 而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所以，这个行业注定了具有旺盛、

恒久的生命力。

对保险企业和保险从业人员来说，卖保险也是在行“善”。 保险是一种商业慈善，是一份爱心传递，而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 我们不是在做功利营

销，而是在传播爱心与责任，是爱与责任的使者。

对整个保险行业来说，善行积累也成就了整个行业的“善业”。 宋代文人苏轼说，“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 弘扬并积极践行慈善文化，形成企

业行为、队伍信心、行业文化的多重塑造，最终将对提升保险行业整体形象产生积极的效应。

———平安人寿董事长丁当在

2012

年中国保险文化建设推进会上阐述保险的“商业慈善”本质

2012 平安人寿公益关键词

春：“春天有约” 系列客户活动

倡导文明出行、健康运动

春暖花开， 在人们尽情拥抱阳光

和生活的同时， 平安人寿也特别关注

到了容易被忽视的安全与健康问题 。

平安人寿特别与权威机构联合推出了

“春天有约”系列活动。

“春天有约平安行”， 聚焦出行安

全。 平安联合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向全国公众发放文明出行倡议书 ，号

召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 《道路交

通安全法》，尊重生命。 此外，平安特别

制作了一批安全反光贴， 由全国的平

安人寿保险代理人进行免费发放 ，点

亮平安守护之光。

“春天有约健康行”则关注健康问

题。 平安人寿特别联合 《健康时报 》

制作了行动宣传彩页 ， 对一些容易

被忽视或误解的疾病预防知识和运

动知识，进行了重点推广。

此次 “春天有约 ”活动 ，平安人寿

第一次仅就客户活动邀请明星代言 。

平安的文明出行广告更是第一次登陆

央视进行传播。 广告中，著名演员海清

和平安员工参与演出。

夏：客服节持续践行

爱心善举

8

月

25

日下午， 历时

3

个多月的

平安人寿第十七届客户服务节圆满落

幕。 闭幕式上， 平安人寿宣布将向

50

个留守儿童家庭捐赠春节返乡往返机

票，预计总金额达

50

万元人民币，以支

持留守儿童家庭父母春节返乡， 表达

平安人寿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与成长祝

愿。

本届客服节创新推出平安知心家

庭文化公益活动，密切关注县、乡、村、

镇地区，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通过知心家信、 家庭教育调查等主题

活动， 为孩子们架起和父母沟通的桥

梁，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家庭亲情的温暖。

团中央少年部副部长徐鹭表示 ，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广大

农村地区有许多留守儿童正面临着无

法享受父母关爱与引导、 身心健康成

长出现偏差等问题。 他感谢平安人寿

通过知心文化活动为留守儿童感受家

庭关爱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同时也要

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留守儿童成长，善

行天下父母心。

秋：慈善之光 秋日绽放

入秋以来，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保

险企业，平安人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

在金秋温暖行”、“善水行”两大公益主题活

动，将目光投向孩子温暖过冬和饮用水

安全上。

在 “爱在金秋温暖行 ”活动中 ，平

安人寿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

号召爱心人士关注贫困地区孩子们的

冬季御寒问题。 每位客户发送一条爱

心短信至

95511

， 平安将代表客户向

“爱心衣橱 ” 项目捐出

1

元钱爱心善

款。 每达到

140

名客户响应，平安即刻

向

1

名贫困儿童捐赠爱心童衣套装

1

套。 来自湖南的客户李先生表示，平安

开展的温暖行活动参与形式很简单 ，

只需发送一条短信， 就可参与爱心互

动， 可以说举手之劳就可奉献爱心 。

“我不仅要自己参与，还会邀请我的家

人、朋友一起参与，为孩子们实现温暖

梦想贡献一分力量。 ”

同期， 平安人寿客户资源开发部

还联合平安集团品牌宣传部、 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 国家饮用水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爱在金秋善水行 ”活动 ，帮助大众了

解日常生活中容易忽视的饮水危机 ，

并号召客户发送短信至

95511

，由平安

人寿代表发送短信的每位客户向中国

青基会“保护母亲河”项目捐出

1

元钱

爱心善款，用于打造“万亩平安林”，以

维护水源生态环境、改善水源质量。

两大活动得到业务队伍和客户的

热烈响应，“温暖行” 收到逾

200

万名、

“善水行”收到逾

30

万名爱心人士的响

应。

冬：“畅享新春中国年”

致力传统文化传承

春节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 ，忙

碌了一年的人们团聚在一起，贴福字、

挂灯笼、吃团圆饭，祈福新一年幸福平

安。 中国年“红”遍全球的同时，已经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 为推

动中国春节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

中国平安联合世界华人文化传承协

会特别开展 “畅享新春中国年 ”大型

文化公益活动 。 中国平安营销员将

上门拜访 ， 帮助广大平安客户了解

春节传统文化， 邀请客户参与春节传

统文化评选及传承活动， 向客户赠送

春节传统礼品， 陪客户共度传统欢乐

的中国新年。

客户只需发送短信“中国年

+

我最

喜爱的春节传统代码

+

客户姓名

+

抽奖

代码”至

95511

，所有成功参与活动的

客户都有机会获得 “畅享新春中国

年 ”传统好礼 ；此外 ，平安人寿将以

所有参与活动客户的名义 ， 向全国

1

万所小学赠送共计

10

万册 《春

节传统文化趣味读本》， 一起努力帮

助下一代了解春节传统文化， 让民族

文化持续传承。

善的年轮：平安人寿的春夏秋冬

《财富》世界

500

强第

242

位

蝉联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

中国平安凭借卓越业绩与表现荣

登《财富》世界

500

强第

242

位，排名较

去年上升了

86

位， 并蝉联内地非国有

企业第一。 “世界

500

强”是国人对美国

《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大

500

家公

司”排行榜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 该

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

著名的榜单之一，由《财富》杂志每年发

布一次。

“

BrandZ

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

强”第

78

位

在由知名品牌及市场研究公司

Millward Brown Optimor

揭晓的

2012

年度 “

BrandZ

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

强”榜单中，中国平安凭借

101.74

亿美

元的品牌价值上升

5

位至第

78

位 ，并

且蝉联保险行业全球第

2

位的头衔 。

“

BrandZ

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

强 ”是

全球最精确、规模最大的品牌估值报告

之一。

《福布斯》上市公司

2000

强

前

100

名

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最新“全球

上市公司

2000

强”排行榜中，中国平安

第八度入围 ，全球排名第

100

位 ，在中

国内地入围企业中排名第八。 名列《福

布斯》

2000

强榜单中的企业通常被视为

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和最具影响力

的企业。 中国平安

2011

年的销售收入

在全球排名

204

位 ，利润

196

位 ，资产

73

位，市值

125

位。

六度蝉联

“亚洲公司治理杰出表现奖”

亚洲著名公司治理杂志《

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

》在香港颁发了

2012

年

度“亚洲公司治理杰出表现奖”。 中国平

安凭借卓越的公司治理水平及实践，连

续第六年荣膺该奖项。

六度蝉联

“中国最具责任感企业”

在以“转变开局 ：责任的重思与重

构”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论坛上，中国平安凭借多年来对利

益相关者践行承诺以及在企业社会责

任方面的优秀表现，六度蝉联 “最具责

任感企业”，是

12

家获奖企业中唯一一

家金融保险企业。

十一度蝉联

“最受尊敬企业”

在由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

和《经济观察报》联合举办的“最受尊敬

企业”评选中，中国平安从

63

家入围企

业中脱颖而出，连续第十一次荣获 “中

国最受尊敬企业”称号，是唯一获此殊

荣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

平安移动展业平台（

MIT

）

获金融创新一等奖

中国平安凭借 “一站式 ”金融服务

的全新业务模式和将现代信息技术与

金 融 服 务 完 美 结 合 的 领 创 优 势 ，在

2011-2012

年度深圳市金融创新奖颁奖

仪式上获四项大奖。 其中，平安移动展

业模式（

MIT

）荣获金融创新一等奖。

中产家庭首选保险品牌榜

获奖最多

在“

2012

年中国百万中产家庭首选

保险品牌榜”中，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共

获得包括“十大最佳保险公司”在内的

6

个奖项。 由于在服务水平和企业公民责

任等方面表现突出 ， 平安人寿获得

“

2012

年度十大最佳保险公司”。 主办方

还为平安产险、平安人寿颁发了“最佳理赔

保险公司”和“最佳服务保险公司”奖。

权威网站调查： 平安车险、寿

险服务满意度双双夺魁

在由权威网站人民网、新华网发起

的保险行业服务满意度调查中，平安车

险、 寿险品牌均以高票数双双夺得车

险、寿险行业服务满意度第一。 平安车

险的 “快易免 ” 服务和平安人寿的

“三天赔付 ”理念受到广大网友的一

致好评 。

平安人寿、平安产险

双获标准化管理最高评级

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双双获得广东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签发的“标准化良好

行为”

AAAA

级证书，成为国内金融业唯

一获此殊荣的企业，标志着由平安首创

的符合行业特点和实际需求的服务标

准化建设探索获得了政府的肯定，是中

国保险业乃至金融业标准化建设的一

座里程碑。

平安荣誉

筵荣誉精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