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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1994年，刚刚参加工作的赵成梦，是
一位老师，当时供职于重庆的某乡镇中心
小学，工作和收入都很稳定。后来在和丈
夫一起转型时，机缘巧合下，因为弟弟的
一句话，2001 年 4 月，赵成梦加入了中国
平安，成为中国平安人寿四川分公司的保
险代理人。

“那时候，我只是希望以后能有足够
的经济能力去支撑儿子未来的学业。”但
让赵成梦惊喜的是，这个新东家不仅给了
她增加收入的机会，而且公司理念还与自
己一直所坚持向善向上向好的信仰十分
契合，这让她既兴奋又憧憬，更加坚信加
入平安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事实的确如
此，平安过去的 30 年，始终秉承着执善
心，筑大业的理念，坚持以爱与责任为基
础，发自内心地释放善意。她认为，“执善、
行善、与人为善皆为企业之本，这也是平
安 30 年经久不衰，傲立行业之林的重要
原因。”

带着自己一直所坚信的“善”，赵成梦
开始了自己轰轰烈烈的“平安生涯”，从一
个普通的保险代理人成长为业务总监。如
今的她，多次入围美国百万圆桌 MDRT
会员，连续10年被授予公司“五星级金牌
讲师”，其带领的团队已经发展到近1000
人。不过，在这 17 年“逆袭”式的“平安生
涯”的背后，其实还有着不少故事。

赵成梦回忆道，刚入行的那几年，自
己对保险一无所知，市场对保险也不接
受，她通过学习变得专业，通过用心地服
务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从而征服了市场。
她告诉记者，“我跟客户打交道都不仅局
限于保险，更多的是‘交心’。”

30年来，平安集团持续围
绕广大用户“医、食、住、行、玩”
的生态圈，服务于资产管理和
健康管理，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一站式金融生活服务，始终以
客户实际需求为中心。站在新
三十年征程的起点上，平安心
怀感恩，保持初心，相信平安的
下一个三十年，是更值得期待
的三十年。

——赵成梦

20182018年年，，中国平安迎来中国平安迎来3030岁生日岁生日。。过往三十年过往三十年，，中国平安在竞争中求生存中国平安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发展，，逐渐成长为拥有逐渐成长为拥有11..7373
亿个人客户和亿个人客户和44..5959亿互联网用户的金融科技集团亿互联网用户的金融科技集团，，跻身跻身《《财富财富》》世界世界500500强企业第强企业第3939位位，《，《福布斯福布斯》》全球全球20002000强企业第强企业第
1010位位，，市值及品牌排名居全球保险集团第市值及品牌排名居全球保险集团第11位位。。

一个企业崛起的背后无疑伴随着无数个人的成长一个企业崛起的背后无疑伴随着无数个人的成长。。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在这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在这3030年的风风年的风风
雨雨中雨雨中，，一批出色的保险代理人跟随平安的脚步逐渐成长起来一批出色的保险代理人跟随平安的脚步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深入到各行各业中他们深入到各行各业中，，通过专业的保险计划和综合通过专业的保险计划和综合
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让客户及其家庭远离对风险的恐惧让客户及其家庭远离对风险的恐惧，，拥有更加幸福的未来拥有更加幸福的未来。。如今如今，，让我们走近这些优秀代理人让我们走近这些优秀代理人，，用他们的成用他们的成
长故事长故事，，洞悉中国平安精彩洞悉中国平安精彩3030年年。。

从乡村讲台走向全球MDRT舞台
小学老师赵成梦的“逆袭”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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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成都市“5+2”区域高中阶段
教育学校统一招生录取从7月10日开
始。7 月 12 日，完成了第二批即“5+2”
区域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含
龙泉驿区航天中学、青白江区大弯中
学、双流区棠湖中学、温江区温江一
中、郫都区郫都一中、新都区新都一中
面向“5+2”区域招生计划，下同）录取。

市招考办提醒考生：第二批还有
少量招生计划未录满，将于 7 月 13 日
8：00至14：00开通网上征集志愿系统，

“5+2”区域考生调档分达到省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填报志愿指导线、且未被
录取的考生，可凭中考网络应用通行
证（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中考网络应
用服务平台，进入“补充征集志愿”进
行填报，其中：户籍在“5+2”区域的考
生可补填统招生、调剂生志愿各1个；
户籍不在“5+2”区域的考生可补填调
剂生志愿1个。补录工作将于7月14日
上午进行。

据介绍，普通高中录取坚持采取
升学考试成绩（含加、降分，以下简称
调档分）、综合素质评价等级相结合

的办法，择优录取学生。投档比例为
1：1，若调档分相同而超出调档比例
的，按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从高到
低排列，若等级相同，则按学生语文、
数学、英语三科升学分之和从高到低
排列；若此分数也相同，则按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四科 B 卷成绩之和从
高到低排列；若此分数也相同，则按
体育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如果同一学
校有低分被录取而高分未被录取，一
定是低分考生的志愿比高分考生的
志愿顺序更靠前。若学生调档分达到
学校的分数线，且填报了该校志愿而
未被录取，则属于志愿顺序靠后或相
同分段考生按录取规则排序时，小项
排序靠后的情况。

本批次只对调档分在543分及以上
的考生进行投档、录取，所产生的分数
线是指学校在本批次录取到的考生中
最低调档分，其中航天中学、大弯中学、
棠湖中学、温江一中、郫都一中、新都一
中的分数线是指学校在本批次面向“5+
2”区域录取的考生中最低调档分。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中国平安峥嵘三十年 走近保险代理人系列报道之一

不仅自己和客户“交心”，赵成梦还会带
着家人一起同客户交朋友，把客户当做自己
的亲人。赵成梦的儿子在北京大学念书，因
此很多客户都乐于向她咨询“育儿经”。每逢
放假，她就会让客户把孩子带到家里和自己
儿子交流学习方法。长此以往，客户和她的
关系越来越亲密，很多客户的孩子长大后也
和她成了忘年交。

“要用真诚和专业打动客户，用服务
建立信任感，进一步和客户成为亲人。”17
年来赵成梦累计为客户送去保额超过 3
个亿。这位优秀的代理人笑着向记者透
露了自己的秘诀。

事实上，基于对赵成梦服务的认可，
80%的客户都选择了增加第二份保险及
更多的家庭保单，还不断地介绍亲朋好友
成为她的客户。原因何在？平安集团董事
长马明哲在平安30周年的致辞或许可以
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最早的保险业拓荒
者都非常明白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我们推
销的不仅仅是一个保险产品，更是一份对
亲人的关爱和责任，一份对未来的保障和
承诺。要提升代理人的教育和管理，站在
客户的角度，帮助客户最大化地实现保险
利益。”

“我一直认为生命是一个创造价值
的过程，这其实与中国平安秉承‘专业
创造价值’的文化理念有着相似之处。”
赵成梦认为，每个人的自我定位很重
要，人生需要规划，企业的成长亦是如
此。她表示，而立之年的平安，每一点进
步，都是在稳扎稳打地规划下，循序渐
进地推动下才取得的。 （田园）

中考“省重”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
未录取满额学校今日征集志愿

2001年4月赵成梦加入中国平安

赵成梦多次入围美国百万圆桌MDRT会员

据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透露，成都市正
式公布了第十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弥牟镇
温氏宗祠、大同乡景沟廊桥、明月窑、原四川省
青城造纸厂厂房等13处历史建筑入选名录。截
至目前，成都历史建筑数量达到118处。

大同乡景沟廊桥位于邛崃市大同乡景沟
村1组，建于1939年，距大同乡2.8公里，距邛
崃市区 20 公里。原名为“金风桥”，后更名为

“景沟廊桥”，是当时茶马古道上的一处通道。
该桥为石木结构，横卧河面，桥面为红砂石板，
桥下两个石拱相连，桥长11.6米、宽3.4米，走
廊两侧各砌10根沙木立柱，楼阁为宝顶二层
古木青瓦，廊桥两端飞檐翘角，装饰朴素大方
得体，气势不凡，对研究当地交通发展历史和
茶马古道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都江堰市壹街区玉垒路51号的原四
川省青城造纸厂厂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建筑面积 5928.6 平方米，占地面积 7666 平方
米，钢混结构。5·12 大地震后由上海对口援
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采用“建筑再生”设计
理念，在青城造纸厂原厂房基础上，重新设计
建设而成。分为两个区，以保留的厂房为主
体，在原厂房空间利用轻钢结构加建两层楼
面，作为借书、阅览场所；与厂房主楼转折相
接的是新建的报告厅副楼，两个区形成一长
一短，一新一旧的“Y”字形布局。2010年3月
正式开工，11月15日开馆运行。现为国家一级
图书馆。

明月窑位于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 12 组，
建于清代，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占地面积400
平方米，泥砖砌体结构，是原张碗厂旧窑址。窑
址地表保留有一座较完好的阶梯式龙窑。2014
年初夏，依托张碗厂传统陶瓷制作资源，明月
村明月窑重新开窑，这座百年老窑再次焕发新

生。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认为，明
月窑属于原汁原味的典型邛窑，其烧制工艺完
整保存唐代技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成都市第十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弥牟镇温氏宗祠
原金堂县县政府大门
黄龙溪镇铁匠铺
唐昌街道青春村刘家院子
原四川省青城造纸厂厂房
道佐乡郭家大院
大同乡景沟廊桥
悦来镇陈家祠堂
兴义镇刘家院子
民航飞行学院陈列馆
安西镇岳氏宗祠
蒲江县明月窑
廖启清故居

成都市公布第十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黄龙溪镇铁匠铺、蒲江明月窑等均入选

师大附中 599 607

学校 统招线 调剂线

各校统招、调剂分数线：

盐道街中学 565 588

成都十七中 543 570

田家炳中学 553 579

树德中学
（外国语校区）

602 610

石室中学
（文庙校区）

612 616

树德中学
（宁夏校区）

622 622

树德协进中学
（原28中）

543 578

成都三十七中 543 565

成飞中学 543 552

606 613树德中学
（光华校区）

成都十八中 557 574

成都二十中 572 585

成都铁中 563 591

通锦中学
（铁二局一中）

543 543

成都八中 543 574

交大附中 544 564

成都七中
八一学校

590 613

七中万达中学 594 602

成都七中
（林荫校区）

630 630

成都十二中
（川大附中）

584 595

西北中学 543 579

武侯高中 543 550

列五中学 585 592

华西中学 550 584

成都四十九中 564 576

石室中学
（北湖校区）

605 609

航天中学 545 554

大弯中学 546 568

棠湖中学 546 603

温江中学 545 591

郫都一中 551 576

新都一中 543 590

玉林中学
（芳草校区）

547 570

电子科大
实验中学

576 585

成都七中
（高新校区）

615 615

中和中学 554 585

石室天府中学 595 603

华阳中学 543 559

大
同
乡
景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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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上调高温津贴标准
每人每天12元—18元

记者昨日从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获悉，为保障高温条件下作
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市从今年 7
月1 日起，将高温津贴标准从原来的
每人每天 10 元—12 元上调为每人每
天12元—18元。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国家安监总局等部门《关于印发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和四川
省人社部门《关于制定高温津贴有关
工作的通知》规定，地市级以上气象
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
的日最高气温 35℃（含 35℃）以上的
天气为高温天气，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 35℃（含 35℃）以上高温天气从
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不
含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
高温津贴。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适时调整。

此次我市上调高温津贴标准，是
根据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最新发布的
每人每天 10 元—18 元高温津贴标
准，结合我市经济发展、职工工资增
长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等因素
确定。这也是我市自 2007 年建立高
温津贴制度以来，第三次上调高温津
贴标准。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全
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
对用人单位不按规定支付劳动者
高温津贴以及发生高温天气下侵
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予
以查处。

高温津贴不包括在最低工资标准
范围内。高温津贴属于劳动者工资组
成部分，应计入工资总额管理。

若劳动者遭遇用人单位未按政
策要求发放高温补贴的情况，可到
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调整后的
高温津贴标准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
执行。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