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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 动态

保监银 在行动服务地方经济·

唐山银行业
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李霞）唐

山银行业通过提高信用贷款、

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加大对首

贷户业务营销等方式，为小微

企业提供便捷高效金融服

务。辖内银行业积极拓展小

微企业商圈、专业市场、产业

集群等，调研和筛选符合小微

企业贷款政策的客户，加大对

新设立优质小微企业营销拓

展力度，加强小微企业首贷户

贷款投放，提高金融服务覆

盖。今年1-5月份，辖内银行

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

微企业主首贷共计投放5955

户贷款余额69.80亿元。辖内

银行业按照企业需求实际创

新金融产品，加大小微企业中

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减轻企业

的还款压力。5月末，辖内小

微 企 业 中 长 期 贷 款 余 额

1167.99亿元，占小微企业贷

款比例56.26%。各机构深入

了解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优化

小微企业信贷资源配置，加大

免抵押免担保信用贷款发

放。5月末辖内小微企业信用

类贷款余额603.33亿元，较年

初 增 加 4.70 亿 元 ；共 计 为

1442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主30.12亿元贷款

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措施，为

642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主办理临时性延

期支付贷款利息1.89亿元；今

年辖内银行业通过无还本续

贷方式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共计融

金14.48亿元。

衡水银保监分局
妥善应对强对流天气

本报讯（通讯员孔菲 陈
谦）近期，衡水部分地区发生

了雷阵雨、强降雨、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为确保各机构信息

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衡水银

保监分局指导辖内银行保险

机构采取措施防范和应对强

对流天气。要求各银行保险

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巡检。重

点关注机房基础环境、网络系

统的物理安全和监控预警情

况，强化在强对流天气期间机

房供电、网络、空调、建筑物和

自助机具的安全检查工作，排

查和解决风险隐患。要求各

银行保险机构完善应急保障

机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并

针对演练中出现的问题修订

相关预案，细化处置流程，加

强与外包服务提供商的沟通，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政

策学习，明确突发事件定义和

报送流程，有相关情况及时上

报监管部门，妥善处置相关事

件，将风险损失降至最低。

承德市银行业
支持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通讯员赵文瑞
应秀杰）承德市银行业机构积

极对接民营小微企业，完善产

品和服务，主动减费让利，为

民营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了有效支持。截至6月末，辖

内银行机构各项贷款比年初

增加175.98亿元，同比多增12

亿元。辖内各银行业机构组

建12个“金融服务团”，赴全市

13个县区开展金融政策宣传

推介，向800多家企业宣传推

介金融政策和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信贷产品，进一步提高企

业对金融扶持政策的知晓率，

提振企业信心。开展银企对

接活动66次，1177户企业参

加，达成贷款意向 66.45 亿

元。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无还

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调整

征信记录等方式，最大限度减

轻企业融资成本，通过免收罚

息、评估费、登记费等方式直

接减轻企业负担。截至6月

末，累计减收利息、罚息、评估

费、登记费等 6879.38 万元。

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

餐饮业，各银行业机构加大支

持力度，保障了群众的“米袋

子”“菜篮子”。

保定市农村金融机构
强化重点领域信贷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王彩红）
保定市农村金融机构完善金

融支持措施体系，强化对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的信贷支持。

在传统的信贷支持外，积极为

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实施临时性延期

还本付息及利率优惠，加强产

业链金融服务。6月末，累计

为524家企业进行延期还本

付息，涉及贷款本金36.32亿

元，为967家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企业办理息费减免或利率

优惠，向535家产业链核心及

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贷

款余额109.93亿元。持续加

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力保

障春耕备耕农资供应信贷和

生猪稳产保供资金需求，共支

持春耕备耕实体68户，贷款

余额9101.47万元，支持农副

产品生产企业129家，贷款余

额4.77亿元。持续强化小微

企业提供首贷和续贷服务，积

极推广信用贷款，6月末，累

计办理小微首贷、续贷业务

533 户 29.77 亿元，为 444 家

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1.64

亿元。用足央行再贷款等优

惠政策，积极帮助涉农小微企

业渡过难关。积极向人民银

行申请支农支小再贷款，对符

合贷款投向的涉农及小微企

业客户，以不高于4.55%的优

惠利率进行信贷支持。截至

目前，共支持6家纳入再贷款

政策的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

物资名单的重点企业，贷款余

额882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刘辉）7月
21日，中国人寿举行2020年上

半年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前

形势，谋划下半年工作，育新机

开新局，深入推进重振国寿攻

坚突破。

统筹抗疫扶贫，服务“六

稳”“六保”。今年上半年，中

国人寿累计向疫情防控一线

捐款捐物7381万元，捐赠保险

保额 1.2 万亿元，升级金融服

务，开通绿色通道，疫情赔付

金额超4700万元。认购抗疫

主题债券近80亿元，为抗疫企

业紧急授信超过740亿元，防

疫综合保险提供风险保障58.8

亿元。该公司制定工作方案，

推出26条重点举措。上半年

累计录用应届毕业生4400多

人，投资超长期政府债券1000

亿元，牵头设立80亿元清洁能

源基金，创新服务中小微企业

供应链金融资管产品，新增小

微企业贷款163亿元，减免和

缓期小微企业租金1.5亿元。

中国人寿在脱贫攻坚主

战场上持续发力，开发推广保

险扶贫产品110余款，提供风

险保障 1.4 万亿元，针对贫困

人口的赔付金额达 13.35 亿

元。国寿“扶贫贷”落地，电商

扶贫销售额累计超过 1.4 亿

元。扶贫资金投入达到年度

计划102%。

“重振国寿”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上半年中国人寿远程

办公、线上销售、线上服务深入

推广，数字化转型成效初显；战

略布局持续完善，广发银行香

港分行、理财子公司成功获批，

国寿投资牌照申请工作积极推

进；“年金贷”“奕健康”系列联

名卡等产品落地；康养生态圈

建设步伐加快。

该集团合并总资产4.8万

亿元，较年初增长6.3%，合并

营业收入6018亿元，同比增长

11.3%，合并保费收入5102亿

元，同比增长 14%。保险板

块，寿险公司保费收入4280亿

元，同比增长13.2%，规模与价

值均跑赢大市，市场领先优势

有所扩大；财险公司保费收入

447亿元，同比增长13.3%，增

速高于行业。

全面辩证长远谋划，部署

三大工作方向。中国人寿集

团董事长王滨指出，要善于运

用辩证思维把握大势谋划大

局。要妥善处理好变与不变、

时与势、危与机、稳与进四大

关系，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王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强化政治引领应变局开新

局；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在

转型发展中开拓新局。

当前，“重振国寿”面临复

杂性增加、变化性增强的大环

境，必须依靠改革创新应对变

局、开拓新局，重点按照“全面

推进三大转型、全面提升管理

效能、全面加快科技化创新、

全面深化综合化经营改革”四

个方面推进下半年工作。

全面推进“向销售服务并

重转型、向人力科技双轮驱动

转型、向价值规模有机统一转

型”三大转型，是重振国寿的

根本之举，是后疫情时代推进

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核心轴是价值创造。

秦皇岛人保开启
交通事故远程快速处理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李美玲）近日，由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

金融CIO联盟联合主办的2019年度（第十届）“中国保险行

业信息化成果”评选活动名单揭晓，同方全球人寿“全球e

家升级项目”荣获2019年度“中国保险行业信息化突破项

目奖”。

“全球e家”是同方全球人寿聚力科技创新为客户打造

的智能服务客户端App，是同方全球人寿致力数字战略，为

全面铺设数字化保险服务生态圈而自主研发的数字保险平

台。2019年，同方全球人寿完成了以“全球e家”为重要载

体的智能客服体系的全新升级，实现了从App、官微、官网

等在线服务平台入口的统一，及在线业务办理或服务通过

一个平台获取，全面提升了客户体验、服务效率和公司品牌

影响力。

此次获奖，不仅是该公司在数字化践行道路上不断书

写的新里程碑，更是在保险业信息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背

景下，市场和消费者对于同方全球人寿的认可与肯定。该

公司以提升客户服务体验作为重要举措，以数字赋能保险

服务，积极开发新功能，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

保定中华财险
优质服务获客户赞誉

本报讯（通讯员葛毅）7 月

13 日，投保燃气险的李先生将

一面锦旗送到了中华财险保定

高新区支公司，感谢理赔部人

员在理赔过程中排忧解难，热

心服务。

据悉，李先生在中华财险保

定高新区支公司承保了燃气

险，在承保期内发生了火灾事

故。接到报案后，该公司理赔

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安抚客

户，了解情况，积极协助客户办

理理赔手续。不到一周的时

间，客户便收到了理赔款项，该

公司快速贴心的服务得到了客

户的信任和认可。

2019 年以来，中华财险高

新区支公司充分发挥保险保障

职能，为上万户次提供了亿元

的风险保障。该公司进一步强

化社会责任，确保在社会发展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经济建

设和发展保驾护航。

泰康人寿快速理赔
客户15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董成旺)今
年 6 月，1998 年出生的王先生

乘坐朋友驾驶的小轿车外出途

中遭遇车祸，当场身故。

泰康人寿保定中支理赔人

员接案后，第一时间慰问家属，

核实事故经过并协助客户家属

收集资料，提出理赔申请。经

了解，王先生于2017年投保泰

康全心健康保障计划，年缴保

费3330元，交通工具意外身故

保额150万元。7月23日，泰康

人寿按照合同给付受益人保险

金15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赵珈）为全面推进复工复产，促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银保险河北分公司积极响

应省保协要求，组织开展“凝聚你我力量 让保险消费更温

暖”系列公益活动。

该公司在职场张贴最新版服务承诺，公开投诉处理流

程，公布7×24小时服务热线，高度重视消费者利益，快速

解决问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树立良好企业形

象。同时，还在职场悬挂宣传条幅，宣传消费者至上理念，

建立文明和谐、绿色健康的金融消费环境。

此外，该公司还整理了相关案例，结合保险消费者关注

度高或存在疑惑的保险知识点，发布保险消费提示，引导消

费者主动消费、敢于消费、科学消费、理性消费。

此次活动将持续开展至9月份，河北分公司将充分利用

线上线下客户资源，积极开展公益宣传活动，共同营造换位

思考、互谅互让、温暖和谐的保险消费环境，向社会传递保

险行业温暖力量。

中银保险河北分公司
开展系列公益活动本报讯（通讯员康晓明）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更多的

人意识到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

健康的可贵。当前，学生意外

伤害保险即将进入投保续保阶

段,据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河北

省分公司区域经理刘希希介

绍，近年来，学生意外伤害事故

在各地频发，加上未成年学生

对意外风险的认知水平有限，

自身抗风险能力薄弱。因此，

校园保险可以说是学生安全风

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可对冲事

故风险给家庭造成的经济损

失，提高学校和学生的抵抗事

故风险的能力。

刘希希介绍了校园保险的

种类和优势。校园风险保障类

产品主要以校方责任险、学平

险、监护人责任险等多种的涉

教产品最为常见。

第一，校方责任险通过建

立多元化的事故分担机制，改

变了学校无限承担责任的角

色，既分散了教学活动中带来

的意外风险，又让复杂的利益

纠葛转化成权责清晰规范的契

约关系。

第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

也叫“学意险”,包含意外伤害、

意外门诊和医疗、疾病住院、津

贴等多项保障，是校方责任险和

居民医保的有益补充。学生平

均每天只需要0.28元便可获得

意外保障，其最大特点就是保费

便宜且保障范围较为广泛。

第三，监护人责任险，俗称

“熊孩子险”，保费每年只需50

元，累计责任限额可达50万

元，当孩子给第三者造成人身

伤亡和财产损失时，由保险公

司为孩子的过失买单。

刘希希表示，联合保险经

纪定位于学校安全风险顾问的

角色，是学校、学生家长和承保

公司的桥梁和纽带。站在委托

人的角度用专业的服务保护学

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并且不

断开发和优化校园保险的种类

和保障力度，使其在保险责任、

赔偿范围、义务规定以及保险

费率等方面更加合理、优惠。

学生通过联合经纪购买意外

险，升学、转学和更换保险公司

不再设立观察期；在理赔服务

方面，联合经纪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保险公司产品条款协助

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向保险公司

索赔，共同协商尽快、足额理赔

到位。

刘希希2016年进入保险

行业，曾获河北省保险中介行

业讲师大赛优秀讲师称号。针

对今年疫情防控需要，他建议

大家，可采用线上办理方式，关

注“御保”公众号，进入河北专

区，选择学生所在学校和区域，

即可按步骤完成投保。

本报讯（通讯员
田默晗)今年是百年人

寿河北分公司正式开

展志愿者公益活动的

第三年，也是该公司志

愿者与这个叫红霞的

女孩相识的第三年。

小红霞出生于灵

寿县团泊口村一个特

殊的家庭，红霞的妈

妈患有精神疾病和脑

萎缩，常年卧病在床，

红霞的爸爸外出打

工，于是照顾妈妈的

重任落在了这个14岁

的小姑娘身上。在去

年红霞妈妈去世之

前，洗衣做饭给大小

便失禁的妈妈喂药擦

洗身体，还要时不时

地应对妈妈由于疾病

而引起的突发情况，

成为了小红霞生活的

常态。面对极其贫乏

的物质生活和繁重的

家庭负担，独立而又

坚强的小红霞却依然

选择完成学业。

7 月 24 日，百年

人寿河北分公司志愿

者代表再次驱车前往

灵寿看望小红霞。红

霞说，过去的一年虽

然妈妈离开了自己，

但是却感觉自己始终

生活在关爱中，有百年

人寿志愿者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的帮助，自己

的未来感觉充满希

望。此次百年人寿的

志愿者为小红霞带去

了初中必读书籍、教辅

资料、棉衣、防疫用品

以及必备生活用品和

一份意外险卡单，叮嘱

红霞一定要坚持完成

学业考上大学。

同方全球人寿获中国保险
行业信息化突破项目奖

本报讯（通讯员汪洋)富德生命人寿唐山中支小海豚志

愿者深入贫困地区，探访、帮扶贫困留守儿童，为他们送去

温暖与关爱，帮助他们实现心中的理想。

7月26日，唐山中支“小海豚计划”温暖前行，志愿者走

进遵化市建明镇的中小学，并为两名贫困学生送去了关爱。

志愿者通过深入走访，了解到孩子们的家庭情况和困

难，为他们送上了富德生命的关怀和问候，向他们捐赠了价

值5万元的意外保险及1000元的医疗保险，以及小海豚书

包、望远镜、地球仪和学习书籍等，并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

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受助的小朋友表示：感谢富德生

命人寿“小海豚计划”的帮助，一定会努力学习，将来成长为

对国家有用的人。

多年来，“小海豚计划”致力于关爱贫困儿童的健康成

长，小海豚志愿者用自己的善行和爱心，持续点亮受助者心

中的梦想，与他们携手前行，共创美好未来。

唐山富德生命
“小海豚计划”关爱留守儿童

让校园保险成为学生安全的最后防线

百年人寿河北分公司开展志愿者活动

中国人寿推进“重振国寿”攻坚突破

资讯■■

本报讯（通讯员张忠义）日前，人保财险秦皇岛市警保联

动远程快速处理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由人保财险秦皇岛市

分公司与秦皇岛市交警支队共同筹建，可实现轻微道路交通

事故的远程视频线上处理。

疫情发生期间，人保财险秦皇岛市分公司就积极与市交

警支队沟通，建立视频处理机制，实现客户从出险报案、事故

处理、责任认定、远程调解及案件赔款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事

故处理各环节的一体化流程，极大方便客户，最大限度缓解交

通压力。

人保财险秦皇岛市分公司表示，将联合市交警支队大力

宣传推广交通事故快处模式，深化警保联动合作机制，更快更

好的服务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