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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文件

国计生协〔2019〕47号 

关于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

保险赠送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生协，计划单列市计生协 ：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做好优生优育指导工

作，有效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提高计生家庭健康和保障水

平，中国计生协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在全国联合开展优生

优育进万家“疫苗卫士保障计划”“分娩无忧保障计划”保险赠送

活动，保险服务对象为 0-3 岁婴幼儿和孕妇，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开展（具体方案见附件）。

赠险工作在省市县计生协指导下、在太平洋寿险公司协作下

由街乡级计生协具体落实。请各地按照《优生优育进万家保险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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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活动方案》要求，本着群众自愿参与的原则，在法律法规框架

内积极稳妥开展活动，切实把好事办好。

联系人及电话 ：家庭服务部 周琳 谢洪鉴 010-55602787

附件 ：优生优育进万家保险赠送活动方案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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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优生优育进万家保险赠送活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做好优生优育指导工

作，有效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提高计生家庭健康和保障水平，

中国计生协决定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联合，在全国开展优

生优育进万家“疫苗卫士保障计划”“分娩无忧保障计划”保险赠

送活动，保险服务对象为 0-3 岁婴幼儿和孕妇。有关方案如下 ：

一、活动开展时间和范围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疫苗卫士保障计划”保险主要赠送

对象是各地 0-3 岁婴幼儿，“分娩无忧保障计划”保险主要赠送对

象是怀孕妇女。

二、赠险方案介绍

（一）疫苗卫士保障计划

1、产品责任

本活动赠送的“疫苗卫士保障计划”保障 0-3 岁婴幼儿在经

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预防接种单位接种一类疫苗后发生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或偶合症，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以该次事故

为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或残疾责任。（偶合症指被保险人在接种时正

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偶合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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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方案

“疫苗卫士保障计划”所承担保险责任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疫苗接种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太平洋人寿 [2016]

意外伤害保险 022 号）和赠险保单所载保险责任为准。

（二）分娩无忧保障计划

1、产品责任

本活动赠送的“分娩无忧保障计划”保障孕妇在二级以上（含

二级）公立医院进行生产手术时（含自然分娩和手术分娩）因遭

受医疗意外或医疗事故导致身故、伤残责任。

2、保障方案

分娩无忧保障计划所承担保险责任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手术安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太平洋人寿 [2017]

意外伤害保险 020 号）和赠险保单所载保险责任为准。

疫苗卫士保障计划 保障责任 保障金额（万元）

疫苗异常反应
身故 5

残疾 10

疫苗偶合症
身故 5

残疾 10

分娩无忧保障计划 保障责任 保障金额（万元）

生产手术医疗意外
身故 1

残疾 1

生产手术医疗事故
身故 1

残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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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赠险流程

（一）APP 注册流程

1、太平洋寿险以地市机构为单位，联系当地计生协，由当地

街镇乡计生协指定秘书长或一名协会工作人员作为具体赠险负责

人，并将其信息（即协会名称、姓名和手机号）提供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将其信息导入太易保 APP 管理系统。导入成功后反馈计

生协，计生协通知具体负责人进行 APP 安装并注册登录。

2、计生协具体负责人安装太易保 APP。

3、计生协具体负责人用个人手机号码进行 APP 注册登录。

（二）赠险领取方式（以下方式可任选其一）

1、计生协具体负责人登录 APP 直接为群众领取。

2、计生协具体负责人用 APP 转发赠险链接给群众，群众自行

领取。

3、计生协具体负责人用 APP 产生赠险二维码，以海报形式或

印刷在宣传材料上供群众扫码领取赠险。

（三）APP 安装

1、扫描安装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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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下载链接 ：

https://camspro.cpic.com.cn/cams/TaiBaoApp/dist/

index.html#/document/down

2、苹果手机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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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用户在安装完毕后需要进入设置通用设备管理（或描述

文件与设备管理）企业级应用点击“信任”，否则 APP 无法正常启动。

3、安卓手机安装步骤

安卓系统版本建议在 5.0 及以上。

（四）APP 注册登录

1、点击手机快速注册，输入手机号码获取短信验证码，设置

密码和手势密码完成注册即可进入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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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次登录时输入注册手机号和密码或输入手势密码登录。

（五）赠险领取流程

1、选择赠险活动，点击立即投保。

2、输入投保信息，点击阅读投保告知。

3、点击立即投保，确认订单，赠险生效。

在赠送保险同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群众可以进行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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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购其他保险产品操作，以增强保障水平。

四、活动要求

1、赠险活动是有益于育龄群众和家庭的好事，各地要把好事

办好，积极发动群众做好赠险申请工作。

2、各级计生协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尊重计生家庭意愿和实际

需求，坚持自愿参与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3、本次活动以街乡为单位组织开展，县以上计生协要加强对

乡级计生协的指导，并与太平洋寿险做好沟通协作，积极稳妥地

推进活动。

4、各省级计生协要密切追踪基层赠险活动开展情况，并将主

要活动信息、典型案例和工作经验等反馈给中国计生协。在年底

要对赠险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并写入“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总

结报告中报中国计生协。

5、活动结束后，将开展评估奖励活动，对组织活动优秀的省、

市、县级计生协颁发“优秀组织奖”；对工作表现突出的计生协工

作人员颁发“优秀个人奖”。

奖项设置 评估对象 全国名额（个）

优秀组织奖

省 ( 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计生协 5

市 ( 州 ) 一级计生协 15

区 / 县一级计生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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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平洋寿险各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为便于开展活动，各级计生协可与当地太平洋寿险沟通，双

方共同指定对接人员和联络人员，共同推进赠险活动落地。

（一）太平洋寿险各省（市 / 区）分公司联系人及电话

机构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总公司

杨  鑫 18521565856 021-3396541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王若洁 13801374174 010-6641885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周  瑾 13388061700
022-84180700-

550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王俊清 13931986091 0311-8925663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徐建强 13152886288 0351-768976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白  瑛 18548112811  0471-326058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陶  伟 13204082218 0411-8367370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郑传富 18686652111 0431-8862617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左  英 15331941386 0451-8467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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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蔡晓萍 13611777964 021-667799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黄锡荣 13905295135 025-6981801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黄旭珍 13666679828 0571-8722038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孔祥飞 13955875777 0551-56199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杨建芳 18606997663 0591-8760910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林  莉 13870055575 0791-628749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郭洋志 13789800029 0531-8605997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刘  保 18339272666 0371-8996998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朱少波 18608688318 027-5920956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朱  华 13873069966 0731-8490200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王文瑜 13570123490 020-3847936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杜艳玲 13807710277 0771-508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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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熊小洁 18976219791 0898-6851033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李  蕾 18623093126 023-6379921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林  华 13980911129 028-8613741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杨同明 13885018159 0851-57955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刘亭亭 18608711965 0871-836820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袁广东 18091795656 029-8738909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王成进 13919287166 0931-883552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刘  兰 13997056533 0971-628901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王汇远 18795305888 0951-698170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张  峰 18999270085 0991-281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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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洋寿险计划单列市分公司联系人及电话

机构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陈建林 18957496556 0574-8723169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蔡艺宾 18605928082 0592-39955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丁言波 13906395357 0532-5870858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陶  伟 13204082218 0411-8367370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杨国媛 18676778860 0755-33596018

机构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杨海军 13861010198 0519-8663625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张晓舟 13401468636 0512-6521616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徐  敏 13961500505 0510-82750858

（三）太平洋寿险其他地市分公司联系人及电话







中国计生协家庭服务部                     2019年10月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