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16 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

关于本报告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016 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回顾了美亚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下简称：以下简称“美亚保险”或“公司”）及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图（AIG）的
企业社会责任（以下简称“CSR”）发展脉络，并阐述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所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实践工作。

公司概况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是美国国际集团（AIG）旗下在中国经营财产责任险保险的
全资子公司。从 1992 年回归上海，在中国开展业务至今，美亚保险注重企业社会责
任，将其视为保险公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亚保险通过在个人和企业最需要提供帮助的
时候，让人们在保险保障中安心生活，以此创造重要的社会价值。
同时，作为中国领先的外资保险公司，每一位美亚保险员工亦致力于宣传“守信
用、担风险、重服务、合规范”的核心价值理念，传递“保险让生活更美好”这一美
好愿景。一直以来，美亚保险员工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倡导安全、可持续发展、防灾
救灾等方面，用实际行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目前，美亚保险已经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组织架构，由企业传讯部负责实施，指导
总公司和各分支机构的具体活动安排。
美亚保险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亦得到 AIG 集团的支持和帮助。AIG 承诺，通过开展
能充分发挥公司员工技能、经验、知识和热情的项目及合作，回馈所服务的社区，包
括受灾地方。通过捐款和努力，我们开展了诸多值得骄傲的支援和救助行动，包括：
•

AIG 救灾基金(AIG
AIG 创立，旨在帮助世界范
救灾基金(AIG Disaster Relief Fund)由
Fund)
围内遭受灾难的人们。该基金可接收来自 AIG 的企业捐款。也可接收来自
AIG 员工的捐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AIG 还将提供资金以支持这些捐
款。

•

志愿者休假
志愿者休假（ Volunteer Time Off）
Off ） 政策支持员工参加各类志愿者活动。
AIG 所有的全/兼职人员及正式员工均有资格享受每年多达 16 个工时，来
参与志愿者活动。这两天的志愿者休假与其它的带薪休假并不重叠。AIG
鼓励员工选择慈善组织，或是与公司同事一道，以团队形式参与符合资格
的非营利性机构或学校开展的志愿活动。

•

AIG 匹配捐款项目可为员工热衷的慈善机构提供财政支持。员工每向符合
匹配捐款项目
条件的机构每捐赠一美元，AIG 就会再拿出两美元。因此，机构实际收到
的捐赠是三倍于员工捐款的数额。只要捐款符合项目指导方针中的规定标
准，每位员工每年全部捐款最多可达 5,000 美元。

本报告将以案例的方式，对美亚保险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所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实践工作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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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股东责任
一、 提高公司治理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水平
美亚保险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遵循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公司治理活动并不断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
美亚保险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运行机制作为良好的保险公司治理的双重
保障，以建立机制健全、制度严密、运转高效的公司治理体系为目标，持续推进公司治理
建设，自觉履行信息披露，提高公司透明度，积极服务广大保险消费者。

公司现有组织机构设置如下：

二、强化合规管理
强化合规管理
美亚保险一直致力于在合规管理、经营方面成为被中国保险市场认可的、在市场中处
于领先地位的财产保险公司。这一目标也与集团管理层制定的全球业务发展目标和愿景一
致。我司合规管理的目标是培育诚信、正直、守法、合规的企业文化，提升良好企业公民
形象，倡导优良商业道德规范。
美亚保险将合规管理视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在组织架构上明确由公司董事会对公
司的合规管理承担最终责任，并形成了由审计委员会、公司总裁、合规委员会、合规负责
人、合规部、各业务部门及分公司总经理各司其职又通力合作的合规管理架构，明确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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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级在合规管理中承担的责任，为公司合规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完善的组织保障。
在合规部门和人员配置方面，我司聘任了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专职合规管理人员,设立
了独立的合规管理部门。各分公司也设置了相应合规管理岗位，负责分公司范围内的合规
管理事务，并就相关合规管理工作向我司合规负责人以及分公司总经理汇报。另外, 我司
正根据保监会最新发布的《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结合公司业务规模、人员数量、风险
水平等因素在总公司和省级分公司为合规管理门以外的其他各部门配备兼职合规人员, 并
拟建立兼职合规人员激励机制，促进兼职合规人员履职尽责。
2016 年，美亚保险秉承诚信合规的经营理念，持续完善包括合规管理政策、合规管理
体系、合规风险评估与检查、合规培训、违规事件调查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合规管理工
作。同时, 我司开展了偿二代下 SARMRA 评估工作，并且在中国保监会福建监管局的现场评
估和反馈指导下，我司坚决把整改工作作为重大任务，再次梳理并查找问题根源，提出应
对解决方案，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工作。我司将以偿二代实施工作为核心，加强偿付能力
管理力度，防范各类偿付能力风险，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第二部分 客户责任
一、 提升服务品质
提升服务品质
2016 年 3 月，美亚保险“优+”客户服务质量提升计划入选 2015 中国保险“年度服
务创新”榜单，该活动由《中国保险报》主办。自 2015 年 7 月正式启动“优+”计划以
来，美亚保险以“为您而变，呵护无限”为主题，率先于上海及北京分公司推出系列提升
客服质量举措，具体包括：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快速理赔服务，以让客户感到宾至如归的
亲切感为目标，让保险不再与客户有距离。

二、 管理客户风险
美亚保险一直致力于为企业和个人客户保驾护航，有效管控风险，提供稳固保障。
2016 年 8 月 5 日到 21 日期间，第 31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赴巴西旅游。为呼应这一盛事，保障中国游客境外安全，美
亚保险推出一系列报道，介绍巴西出行注意事项，向中国游客普及安全旅游常识。其中包
括与《旅游天地》杂志合作，推出奥运特刊《尘世乐园的安全心跳》，全面介绍里约奥运
常识，出游贴士，并推广境外安全防护知识。
无论服务企业或个人客户，帮助客户有效管理风险，必要时将损失降至最低是美亚保
险的核心竞争优势。

三、 跨境产品创新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跨境保险需求将渐次增长,保险
产品细分趋势进一步加快，市场需要更贴近企业实际的“个性化”保险产品。美亚保险坚
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探索多种形式的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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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30 日，江苏保险业第二届“保险大咖秀”活动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以
“一带一路大战略下非车财产险经营策略”为主题，美亚保险总裁暨首席执行官郑艺做
“海外风险管理——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主题演讲。郑艺先生与在场同行、嘉宾分
享了海外风险管理的机会与挑战、“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风险、中国跨国企业全球风险解
决方案以及海外项目保险安排流程等内容。

第三部分 员工责任
员工责任
美亚保险坚信员工是公司的重要资产。美亚保险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规，积极保障员
工的基本权益，实现性别平等，充分保障员工福利，不断完善员工薪酬体系，为员工提供
平等发展的机会。
公司始终将员工个人发展规划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公司每年安排必要的员工教育经
费，提供一系列网络课程，鼓励每位员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参与各类培训，帮助员工不断
进步与自我完善，不断提升自身价值。
2016 年，美亚保险继续在公司内部推广“木兰社”活动。该组织成立于 2014 年 5
月，通过对内对外的各项社交活动来提升女性在职场及社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这不仅是
为女性员工的技能拓展提供机会，同时也是为公司的女性职员的全面提升提供继续教育的
良好资源激励及帮助女性职员去追求更大的事业发展及丰富业余生活。
2016 年“木兰社”主要活动包括：推荐优秀员工参加女性领导者论坛，为女性在本公
司职场工作发挥更大作用创造学习交流机会； 邀请公司外部“职场女性”的代表人物来分
享成功故事，交流经验；等等。这些活动受到员工们的热情参与，并得到一致好评，使更
多人对“木兰社”的行动有所了解。

第四部分 可持续发展
一、 教育
美亚保险及其员工一直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及安全成长。美亚志愿者们不断充实
活动内涵，持续为美亚保险希望小学捐资捐物，帮助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开展素质教育，提
升教学水平。

（一）、援助婺源美亚保险希望小学
援助婺源美亚保险希望小学
2016 年 4 月 8 日，美亚保险十余名志愿者们再次为位于江西婺源的“美亚保险希望小
学”学生送去“美亚保险希望基金”和新年祝福，这已是公司连续 13 年资助该校师生。
美亚希望小学由美亚保险于 2003 年出资 30 余万元建造。2004 年小学建成，“美亚保
险希望基金”同时成立，基金平均每年向该学校发放奖助学金或捐赠款物逾 3 万元，美亚
员工也常常解囊捐赠，自发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捐款捐物。在公司和员工支持下，“美亚
保险希望小学”成立以来的第一届高考生中就有 12 人考入国内优秀高等学府。

（二）、援助贫困山区教育设施
2016 年 11 月 11 日，为了响应金融精准扶贫要求，美亚保险深圳分公司第四期“小梦
想大未来”爱心电脑助学计划来到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9 位员工爱心大使代表美亚保
险，与乡村教师、学生一同见证了第五间、第六间“美亚爱心电脑教室”的启动仪式。

（三）、关爱农民工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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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29 日，逾 30 名美亚保险员工志愿者前往广州市农民工子弟学校——东泰
学校，为孩子们带去一节特别的素质拓展课程——绿植栽种课，约 40 名学生与美亚保险员
工一起开展绿植活动，通过花盆彩绘、绿植课堂、绿植栽种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志愿活动
中收获快乐和成长。

二、 环境
美亚保险视环境为公司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频发的环境危机已影
响到国家的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提供者，美亚保险积极探索
和发展绿色保险，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尽可能减少污染事故发
生。
保险业由于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制造过程，较一般制造业而言相对更低碳环保，
但美亚保险依然持续关注营运过程中的环境足迹，制定了节能降耗相关政策，并且通过每
一个美亚保险员工，实践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2016 年 4 月 21 日，美亚保险深圳分公司逾 20 名员工前往深圳湾海岸线。该期间，深
圳湾由于水位线下降，海洋垃圾随之曝露而更显杂乱。美亚保险志愿者们借助工具、徒手
捡拾等方式将对海洋生物危害特别大的垃圾，如网绳垃圾、吸管、泡沫、废弃鞋子、塑料
袋等等尽可能地对海滩进行清理。
历时一个半小时，志愿者们一共清理了海洋垃圾 53 公斤；随后，志愿者们还选取净滩
过程中收集的自然素材进行创作，呼吁大家爱护海洋，保护海洋，作品全部赠送给深圳市
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用作海洋保护自然作品展的展品。
4 月 23 日，近十名美亚保险北京分公司员工前往桃林仙谷景区，协助清理景区垃圾；
同一天，美亚北分同事还参加了乐享森林嘉年华公益活动，跑完 10 公里并捐赠一株小树
苗。

三、 社 区
美亚保险积极探索保险服务参与社区发展的模式，聚焦街道和社区组织的需求，为社
区居民和公共服务提供保障。一直以来，美亚保险及员工们深入参与社区活动，协助解决
社区困难，提高了社区凝聚力。
2016 年 5 月，美亚保险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与中国扶贫基金合作，为四川芦
山芦山地震的受灾群众援建的一所美亚保险社区活动中心正式落成。该中心承载了文化娱
乐、健身休闲、安全避难等多功能的综合社区活动中心，并配备相应学习、办公、体育、
娱乐设备和器材。自 2013 年起，AIG 集团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美金三十万元，除协助灾区
重建外，还帮助当地超过 50 所小学建起爱心厨房，让孩子能吃上热饭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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