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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⒛21—⒛”年度江阴市行政事业单位

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采购中标结果的通知

各镇 (街道 )财政和资产管理局,高新区财政局,临港经济开发

区财政局,靖江园区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

根据 《江苏省 2⒓ 1年集中采购目录》有关规定,机动车保

险服务实行全省联动协议供货。近期,江苏省财政厅委托江苏省

政府采购中心就⒛21—2022年度江苏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采购(JsZC—G2020—532)项 目进行

了公开招标,按照
“
公开、公平、公正、诚信

”
的原则,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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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家 中标保险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2ul-2o22年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机构

1.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5.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都 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中 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中 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11.阳 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各保险机构的中标自主定价系数均为 0。甾 ,联 系方式详见《江

阴市2陇 1—20” 年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机构联系表》(附件 1)。

二、有效期限

此次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有效期限为:⒛21年 1月 1日 起至

2022年 12月 31 日止。

三、投保险种及赔偿限额

1.必保险种: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 (限额 100万 元 )。

2.选择投保险种 :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特约险、车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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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责任险 (限额 10万 /人 )。

四、有关要求

1.各行政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可根据各机动车保险服务定

点机构的费率优惠和服务承诺自主选择确定保险定点机构。

2.各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机构的报价及服务承诺,可登陆

江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
定点采购一批量定点超市

”
栏目

查询。

3.各投保人根据本单位及车辆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险种和

赔偿限额投保,财政部门对由于投保人投保规定险种以外的其他

险种导致保险支出增加而追加预算的请求一律不予受理。

4.公检法司等单位的车辆因工作需要投保其他险种的或者

提高保险标准的,应 向市财政局提出书面申请,得到批准后,方

可办理。

5.各 中标保险公司在有效期限内,应完整、准确统计在本

公司投保的行政事业单位机动车保险情况,每月结束前工天内,

汇
`总
后以电子档形式发送至江阴市政府采购中心及江陌市财政局

政府采购管理科指定邮箱,并于每季度末把纸质报表 (需加盖公

章 )送至江阴市政府采购中心 (附件 2)。

6.各 中标保险公司在有效期限内,应接受市政府办、市财

政局、市政府采购中心及相关部门定期和不定期检查考核。各中

标保险公司不得使用任何不正当行为影响干扰被保险人的自主选

择行为,如有违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各行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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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在执行定点保险过程中,如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将按有关规

定严肃查处。

7.各机动车保险定点机构和各投保单位如发现定点保险工

作中存在问题,应及时向市政府办、市财政局、市政府采购中心

反映或投诉。市政府办电话:弼ω538;市财政局电话:““11” ;

市政府采购中心电话:s姒%19。

附件:1。 江阴市⒛21—2022年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机构联

系表

2.江阴市2021〓20” 年机动车保险服务业务汇J总表

助窟
审

⒗
怒

月 26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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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阴市⒛21—⒛” 年机动车保险服务定点机构联系表

中标供应商名称 公司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 江阴市朝 阳路 158号 吕  贞 1381257869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中心支公司 江阴市滨江中路 526号雅盛大厦 9楼 承  栋 1596153008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中心支公司 江阴市虹桥北路 168号 吴巧露 15961625100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江阴中心支公司 江阴市河北街 171号 米  源 18018333131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 江阴市澄江街道永安路 17、 19号 徐凯华 18014763215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 无锡市清扬路 7号联通大厦 19楼 陈 祺 18913787901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 江阴市森茂路 2o号 2楼 ”o室 曹彩霞 1318271881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支公司 江阴市长江路 213号 王  瑛 13861610226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 江阴市人民东路 1o” 号 陈栋明 13806163570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阴中心支公司 江阴市长江路 169号 张  怡 13914207627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 江阴市长江路 弱 9号 2楼 徐燕芳 13812100938

尺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 江阴市果 园路 趼 号 2楼天安财险 邵金权 1360152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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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阴市 ⒛21—⒛” 年机动车保险服务业务汇总表

日期:  年  月 日

定‘虹保险机构名称: (盖章 ) 单位:元

备注:各中标保险公司在保险期限内,应 完整、准确统计在本公司投保的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保险情况,每月结束前五天内 (25日 -30
日),汇总后以电子档形式发送至江阴市政府采购中心 (zfCg~dd@163.∞ m)及江阴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 (jyczcgk@163.∞m)指

定邮箱,电子版文件名请注明公司名称及报表年月,并于每季度末把纸质报表 (需加盖公章 )送至江阴市政府采购中心。市财政局政

府采购管理科邮箱卜czcgk@163· com,联 系电话:““11⒛ ;市政府采购中心邮箱 zfcg~dd@163.∞m,联系电话88u%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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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保 单 位
保险起止

日期

车辆

类型

车牌

号码

新车

购置价

保

值

投

价

投保险种

备 注保费

合计
交强险

第三者

责任险

车辆

损失险

车上人员

责任险

不计免赔

特约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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