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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2019中国金融
发展论坛暨“2019金鼎奖”颁
奖典礼在京举行。作为行业引
领者，太平人寿持续提升发展
品质，始终坚守价值成长，荣
膺金鼎奖“年度卓越人寿保险
公司”。

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
的金鼎奖覆盖了银行、保险、
信托、财富管理等不同金融领
域，展现优秀且独具实力的公
司和产品。太平人寿在集团新
时代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以

“赋能计划”为创新变革引擎，

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绩，并探索出
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2019
年，惠誉国际连续第四年作
出财务实力“A+”评级，展望
继续“稳定”；中国银保信连
续第二年授予服务评价“AA”
评级。

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太
平人寿坚持民生保障之本，不
断丰富产品内涵、完善服务体
系，并通过“秒赔”“太平通”

“智慧营业厅”等科技赋能项
目，为客户创造极致体验。

日兰高铁日曲段位于山东
省南部地区，线路全长235公
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初期运
营时速300公里，全线共设8个
站点。线路的开通将极大方便
民众出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过去，临沂、日照等地区的
民众走出大山最快的方式是高

速公路。一直以来，沂蒙老区建
立了辐射全国、周转快捷、方式
灵活的庞大物流体系，但一提
到铁路交通，千万沂蒙老区人
民还是“头疼”不已。

乘着“复兴号”进入高铁时
代，农行山东分行也为沂蒙老
区人民圆梦高铁贡献了金融力

量。据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农
行积极运用产业基金、项目贷
款、债券投资等方式，金融支持
国家新旧动能转换项目鲁南高
速铁路建设，助力山东省成功
打通首条环形高铁网络，满足
了高铁环游齐鲁沿线八个地市
的便捷通行需求。

线路的开通对大力弘扬沂
蒙红色革命教育，高铁带动鲁
南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金
融支持日兰高铁项目建设，是
继支持济青高铁项目后，农行
山东省分行作为贷款主办行支
持的山东省又一区域干线铁路
通道。

该负责人透露，在鲁南高
铁日曲段项目规划之初，该行
就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对接，
制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全面
响应项目各项服务需求。正式
开工建设以来，为保证高铁建
设资金需求，农行山东省分行
组织济南分行、临沂分行、日
照分行成立鲁南高铁内部银
团贷款工作组，全力争取信贷
资源。

此外，中国农业银行总
行、山东分行、3家二级分行三
级联动，跨地市、跨部门成立柔
性团队，倒排工期及时提供资
金支持，保证了高铁竣工冲刺

阶段有资金、有力度、有速度。
日兰高铁日曲段的开通使

山东省内高铁实现环形贯通，
高铁环形线路途经济南、泰安、
曲阜、临沂、日照、青岛、潍坊、
淄博八个地市，辐射5800多万
人口，沿途停靠曲阜东、临沂
北、日照西、青岛北等11个车
站，全程运行时间6小时01分。

日兰高铁全线预计2021
年底建成通车，是国家“八纵
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连接通
道，全线通车后与京沪高铁、
青盐铁路以及规划中的多条
国家干线高速铁路实现互联
互通。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于
产业兴旺。近年来，很多地方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着
缺乏启动资金的难题，有的好
不容易筹措到资金把新社区
建好了，但缺乏产业支撑，导
致一些农民搬入新楼房后生
活却没有改善。恒丰银行聚焦
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这个痛
点和难点，创新性地利用“土
地增减挂钩”政策，探索出“地
票制”业务模式，在新农村社
区建设启动环节，提供信贷资
金支持，提前用土地增减挂钩
结余指标流转资金，实现拆迁
农民的高标准安置；同时，不
断升级完善业务模式，实施农
业产业链信贷模式，解决新农

村社区建成后农民增收难题，
配套引入现代农业产业项目，
打造出“增减挂钩项目+土地
规模化经营+订单农业”的现
代农业产业链。

山东鲁望农业发展集团
就是恒丰银行这种“三合一”
金融模式的受益者。鲁望集团
是一家以农业产业化为战略
核心的集团化企业，恒丰银行
济南分行经过多次实地调研
发现，企业在集约化农场建
设、现代化规模养殖、废弃物
集中处理等方面具有较强运
营优势，可在土地增减挂钩项
目区充分发挥作用，落地现代
农业项目，带动农民增收。在
了解到企业有意新建规模化

生猪养殖场，但存在一定资金
缺口后，济南分行立即着手为
企业设计融资方案，实现资金
快速投放，为企业扩大种植养
殖规模排除了后顾之忧。

通过恒丰银行首批400万
元支持，企业将在土地增减挂
项目区2万亩流转土地发展
粮食种植的基础上，建设新
的现代规模化生猪养殖场，
逐步实现2个农场主管理1千
亩地、1万头猪的“211”运营
模式，实现土地高效集约利
用。据了解，该模式还将在德
州、聊城、菏泽等地增减挂钩
项目区推广复制，既解决当
地农民的收入和就业问题，又
解决“稳定生猪生产”和“谁来
种地、如何种地”等农业问题，
推动项目区实现产业振兴。

除了资金与项目支持以
外，济南分行还推荐企业加入
了由分行发起成立的山东省
富民兴农产业振兴联盟，积极
撮合其与联盟内企业达成土
地流转、肉牛养殖、农产品销
售等合作，进一步延伸乡村振
兴的产业链条。

11月26日上午，继新华保
险2020年业务启动大会之后，

“新华跑起来”大型客户服务
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广电大
厦一号演播厅盛大举行。“亚
洲飞人”苏炳添作为特邀嘉宾
出席。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
行官、总裁李全，执行董事、副
总裁黎宗剑，副总裁李源，个
险精英俱乐部理事长金爱丽，
与苏炳添一起启动激光秀。

特邀嘉宾苏炳添是男子
1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男子
6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首位闯
入室内世锦赛男子60米决赛
的中国选手，首位进入田径世
锦赛100米决赛的亚洲人，首
位进入9秒大关的亚洲本土选
手。苏炳添在启动仪式上表
示，“作为世界500强之一的新
华保险对于各类风险保障的
专业性、高标准和高追求，深
深打动了我。此次活动的主题
是‘新华跑起来’，这和我的工
作有着很高的契合度，更是加

深了新华保险和我之间的缘
分。”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新华
保险为广大群众搭建乐享运
动的健康生活服务平台发起
的全国健身项目，以“奔跑追
梦·乐 享 新 华 ”为 主 题 ，以

“Healthy健康常在”、“Enjoy
乐在其中”、“Dream追梦达
人”为主基调，将横跨2 0 2 0
年，在春夏秋冬四季，推出风
格各异、精彩纷呈的活动内
容。2020年期间，新华保险将
积极推动线上线下活动搭
建，包括推广大使评选、绚烂
彩虹跑等，并以更为优质的
奖励，激励每一位“健康追梦
人”积极参与活动，分享跑步
运动的喜悦。更以此扩大活动
影响力，号召更多人参与到跑
步健身活动中来。

作为立志成为广大客户
美好生活的守护者与见证者
的新华保险，积极迎合国家

“健康中国2030”宏伟规划，以

“跑步”这一健身方式，号召更
多青少年、各界工作者、老年
人站起来，离开电子产品，动
起来，跑起来。不仅如此，此次
活动成功实现了新华保险的
三个“第一次”。

一是新华保险第一次成
功体现科技赋能的力量，从运
动记录到展示，再到运动社
区，让科技与生活融为一体，
让科技督促生活的进步；二
是新华保险第一次通过网络
直播的形式召开发布会，向
广大员工及用户传递自己对
于未来的规划和期待，据了
解此次发布会观看人数高达
30万人次，足以见证了广大
用户对于新华保险的关注和
重视；三是新华保险第一次
邀请知名运动员作为活动特
邀嘉宾，这不仅体现着新华保
险将以更加拼搏的精神为消
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产
品，更预示着其对于“顶尖”的
追求和目标。

金融支持鲁南高速铁路建设

农农行行助助沂沂蒙蒙人人圆圆了了““高高铁铁梦梦””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升升级级““地地票票制制””业业务务
助助力力农农民民乔乔迁迁又又增增收收

新华保险发起全国健身项目

““新新华华跑跑起起来来””在在京京启启动动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荣荣膺膺金金鼎鼎奖奖

““年年度度卓卓越越人人寿寿保保险险公公司司””

2019年11月28日，由建设银
行山东省分行主办的第五届
山东跨境电商生态峰会在济
南召开。本次峰会是山东省内
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跨境
电商盛事，全省外贸职能部门
领导、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千余
人参会，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
通过峰会向海内外参会领导
和嘉宾重点宣传了跨境快
贷——— 退税贷、出口贷、信保
贷，跨境e+、“单一窗口”金融服
务功能等产品，破解融资难题，
切实支持山东外贸企业发展。
现场气氛热烈，论坛场外搭建
的建设银行产品展台，千余份
产品宣传资料被客户一取而
空，展示了建设银行的专业形
象，密切了银政，银企关系。

本届峰会以“数字生态，
产业互联”为主题，是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
话、重要批示精神要求的重要
举措，大力推动跨境电商新发
展，培育壮大外贸发展新动
能，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做出
贡献。包括开幕式、1个主论
坛、3个分论坛和选品大会。

开幕式上，中国建设银行
山东省分行联合山东省商务
厅、山东省外贸职业学院、中
国邮政集团山东分公司、中信
保山东分公司发布针对山东
省跨境电商企业扶持政策：山
东区域小微外贸企业办理免
抵 押 、全 线 上 的 大 数 据 产
品——— 跨境快贷，享受普惠金
融利率；在“单一窗口”办理外
汇汇款业务，手续费实行减
免；在“跨境e+”办理服务年费

最低减免至一折。提供小微外
贸企业全面金融服务方案，破
解融资难题，切实支持山东外
贸企业发展。

山东省商务厅吕伟副厅
长出席并为论坛致辞，充分肯
定了建行山东省分行在金融
创新、支持外贸、服务实体经济
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对跨境
快贷产品能够精准对接出口
小微企业信用融资表示赞赏。
在主论坛高端对话环节，中国
建设银行总行领导围绕“山东
外贸企业如何品牌出海”，分享
了建设银行支持跨境创新业
务的丰富经验。

主论坛邀请浙江大学中
国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院长、
浙江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
长马述忠演讲《从跨境电子商
务到全球数字贸易新征途与
新诠释》，邀请复旦大学上海自
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
演讲《自贸港区“八大自由”制
度创新与跨境电商的高质量
发展》。

作为本届峰会一大亮点
的选品大会，吸引来自山东省
内各地市的优质企业参展，邀
请亚马逊、eBay、Shopee、Wish
等平台的大卖家现场对接采
购，品类涉及木质家具、草柳
编、渔具、冲浪板、服装、服饰
配件、汽车配件及宠物用品
等。

据了解，下一步建行山东
省分行继续依托跨境e+综合
金融服务平台、跨境快贷等产
品，积极推进三大战略在国际
业务条线的落实，为山东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

建建行行成成功功主主办办第第五五届届

山山东东跨跨境境电电商商生生态态峰峰会会

11月26日上午，日照至兰考高速铁路日照至曲阜
段开通运营首发仪式在临沂北站举行，标志着该线路
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农行山东省分行累计向该项目提
供贷款资金17 . 95亿元，提供产业基金资金支持61亿元，
投资山东省政府发行的鲁南高铁建设专项债券14 . 5亿
元，助力沂蒙老区民众圆了“高铁梦”。

近段时间，德州市平原县桃园街道喜事不断。土地
增减挂钩项目落地，让农民花了不多钱就搬入了宽敞
明亮的楼房，正当大家愁着腾出来的连片土地如何利
用时，恒丰银行济南分行送来了“及时雨”。该行与山东
鲁望农业发展集团合作，为项目区导入规模化生猪养殖
项目，400万贷款将帮助鲁望集团在当地建设年出栏量
达4万头的现代化生猪养殖场，既利用了土地资源，又
实现农民增收，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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