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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100万元贷款这
么快就到账了，既解决了我们企
业的资金难题，又帮助了我们可
以继续加班加点生产防护服及
口罩。真是太感谢你们齐鲁银行
了！”泰安圣锦服装有限公司负
责人收到齐鲁银行信贷及时雨
后高兴地说道。

据介绍，泰安圣锦服装有限
公司是泰安市一家服装生产企
业，疫情期间响应政府号召，积
极转产医疗防护物资。受新冠肺
炎疫情和春节假期延期的影响，
上下游企业延迟复工，公司货款
回笼困难，资金链告急。齐鲁银
行泰安分行工作人员在“百行进
万企”融资对接过程中了解到企
业目前所面临困难后，立即向客
户推荐了齐鲁银行的“税融e贷”

产品，并为企业开辟绿色审批通
道，通过线上渠道快速审批纯信
用税融e贷100万元。

泰安圣锦服装有限公司只
是齐鲁银行开展“百行进万企”
融资对接服务的一个缩影。“百
行进万企”活动开展以来，齐鲁
银行以分配给银行的客户“全面
对接”、有融资需求的客户“全面
走访”，符合标准的客户“全面服
务”为导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保障金融服务畅通。

“‘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
作给商业银行创造了一个与小
微企业深入互动交流的机会，齐
鲁银行充分发挥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的人缘地缘优势，塌下身
子，将各项工作做深做实。”齐鲁
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线上调研、电话沟通、入企
座谈、一对一服务，齐鲁银行各
机构出实招、办实事，积极做好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对接工作，全
面了解客户的融资需求，结算需
求，精准匹配产品和服务，解决
客户具体困难。

通过主动对接授信客户山
东奥福环保科技，为客户贷款申
请在原贷款利率的基础上下调
20%，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减
轻了企业负担。同时分行借助总
行对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利
率优惠政策的有利时机，同时为
山东奥福环保的关联企业奥深
节能申请了1000万元的低息信
用贷款，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
成本，还较好的支持了企业复工
达产。

充分利用复工贷优惠利率，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齐鲁银行在
了解到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
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融资需求后，
为其开辟绿色授信通道，将2000
万元“超期”授信以最快的时间
实现重启。在了解到泰山生力源
玻璃有限公司因交通管制订单
无法正常发货、下游客户回款困
难、寻求授信无门的情况后，该
行迅速行动，为企业发放1000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解决了其燃眉
之急。

为支持女性创新创业，齐鲁
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出
了《齐鲁银行齐鲁巾帼信用贷管
理办法》。产品推出后首笔“齐鲁
巾帼信用贷”迅速在聊城落地，
授信金额10万元。该行员工在

“百行进万企”工作宣传过程中
发现聊城市东昌府区喜盈茶叶
店法人受疫情影响资金紧张，有
贷款需求后，以特色产品“齐鲁
巾帼信用贷”解决其现实困难，
从客户申请至审批放款不超过4
个工作日。

同时，齐鲁银行按照“一企
一策”的原则为企业提供金融解
决方案，认真听取广大小微企业
对于银行金融服务的意见和建
议，建立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的长效工作机制，综合提升该行
普惠金融服务质效。截至目前，
齐鲁银行的客户对接率已经达
到了80%，2020年一季度累计为

“百行进万企”名单内的企业发
放贷款6 . 12亿元，有利的支持了
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

“百行进万企”，齐鲁银行在行动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塌下身子”服务中小微企业

后疫情时期，健康保障成为
消费者的迫切需求。太平人寿创
新推出了“太平福禄全能保2 . 0
保险产品计划”(以下简称“全能
保2 . 0”)，将重疾保障、特疾保
障、住院医疗保障及特药用药保
障完美组合，为消费者构建了全
面健康保障。

好的保险产品，必然是想客
户之所想，可以充分满足保障方
面的需求。

“全能保2 . 0”由太平福禄终
身重大疾病保险、太平附加福禄
特定疾病保险、太平超e保2019
医疗保险、太平药无忧药品费用
医疗保险(升级版)四款产品组
成。与市场上单一健康险产品不
同，该保障计划的特色在于“疾
病+特疾+报销+津贴+住院+特
药+服务”七合一，保障升级，覆
盖全面。

从疾病保障范围来看，该计
划中“太平福禄重疾”覆盖180种

疾病，包括重疾保障种类120种、
中症10种、轻症50种。其中，中症
责任提供一次50%“太平福禄重
疾”基本保额的额外给付；出现
轻症，可额外给付25%“太平福
禄重疾”基本保额，最多三次，每
次轻症赔付期无间隔。罹患轻症
或中症，均可豁免“太平福禄重
疾”后续未交保费。

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该计
划对不同人群特定重疾的超强
防护。保障覆盖的30种特定疾病
包含少儿特疾、女性特疾、男性
特疾各10种，以上重疾，在赔付

“太平福禄重疾”基本保额之外，
再额外赔付100%“太平附加福
禄”基本保额的特疾保障，精准
提升高发特疾的保障。在主险赔
付终止后，太平附加福禄特定疾
病保险可单独存在。

医疗保障方面，“全能保
2 . 0”突破病种划分的保障范围，
既能报销一般疾病医疗费用，又

强化100种重疾的医疗费用保
障，重疾医疗保险金合计年限额
最高达400万元，同时提供100种
重疾住院每年最高5 . 4万元的住
院津贴，且重疾赔付无等待期、
无免赔额。

针对恶性肿瘤特效药价格
昂贵、购买不易等难题，“全能保
2 . 0”不仅提供医保目录内外56
种特药每年最高200万元的费用
保障，还通过专业渠道打通了院
外特药的购买服务流程，客户可
享受指定药店领药直付、协助申
请慈善用药、用药基因检测等高
能福利。

近年来，太平人寿在提供健
康保障方面精耕细作，开发了不
少极具市场竞争力的健康险产
品。后疫情时期，太平人寿顺行
业之势、应国民之需推出的“全
能保2 . 0”，无疑是其深耕健康领
域的又一力作。

(曹雅薇)

“太平福禄全能保2.0”上市
后疫情时期，太平人寿构筑健康保障新防线

近日，世界知名品牌评估机
构“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
发布“2020全球最具价值保险品
牌100强”排行榜，新华保险再次
登榜，同比2019年排名晋升2名，
居第34位，连续第六年进入榜单
前50强，并在入围榜单的中国境
内保险公司中排名第5。

2019年，新华保险提出“二
次腾飞”发展目标，确定了“资产
负债双轮驱动，规模价值全面发
展”的发展模式，确立以寿险业
务为主体，财富管理和康养产业
为两翼，科技赋能为支撑的“1+2

+1”战略，逐步形成协同发展模
式，共同构筑起具有新华特色和
长远生命力的发展格局。2020年
一季度，公司总保费收入582 . 45
亿元，同比增长34 . 9%，实现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 . 35亿
元，同比增长37 . 7%，总资产首
次突破9,000亿元平台，在“二次
腾飞”开局之年表现亮眼。

公司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除
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主
动作为，还依托新华人寿保险公
益基金会，稳步推进关爱环卫工
人、精准扶贫等公益项目。2020

年，“城市因你而美·新华伴你而
行——— 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计划增加城市覆盖，
除了向2019年项目捐赠的城市
环卫工人再次捐赠每人10万元
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之外，
还要将更多环卫工人纳入到保
障范围中来。

截至4月30日，该项目共计
完成理赔1 4 5例，累计赔付1 ,
293 . 5万元，其中身故金1,236 . 5
万元，伤残金57万元，惠及45个
城市的145位环卫工人。

(陈潇)

新华保险连续六年跻身
“全球最具价值保险品牌100强”

物流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
基础支撑性产业之一，在当前
全国抗疫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光大
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战
略部署，持续加大物流行业金
融服务力度，该行旗下“物流
全程通”业务利用云计算、大
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通过分
布式架构设计，高效整合多项
线上金融服务，推动物流行业
数字化转型步伐，助力全国企
业复工复产。

据了解，“物流全程通”
业务是光大银行针对网络货运
平台等物流行业新业态打造的
物流行业金融服务方案。该业
务旨在构建集账户管理、支付
结算、网络融资、供应链金融
等线上化金融服务为一体的物
流生态圈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物流全程通”显著增强了网

络货运平台会员的身份认证能
力，大幅提高平台财务处理效
率，切实满足客户高频交易结
算需求，助力网络货运平台实
现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四流合一，可依托线上真实
交易场景数据有效解决中小物
流企业、司机等客户群体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当前全国抗疫的关键时
期，网络货运平台等物流新业
态凭借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先
进的管理模式，高效整合线下
运力资源的优势，在应急医
疗、救援物资运输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据悉，光大银行“物
流全程通”业务已经为超过20
家物流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线上
一体化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切
实满足了物流行业数字化转型
的迫切需求，有效助力全国企
业复工复产。

光大银行“物流全程通”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日前，人行济南分行组织举
办山东省债券发行“双百攻坚行
动”暨金融辅导员培训活动。活
动采取省、市、县三级电视电话

会议形式，29家债券承销机构在
主会场参会，全省各级金融辅导
员、100家民营企业、120余家地
方国企、部分龙头企业及其核心
配套企业负责人共800余人在各
分会场参会。

2020年，人行济南分行与省

工商联等部门开展全省债券发
行“双百攻坚行动”，会同省工商
联等筛选100家左右民营企业，
由主承销机构、人行山东各市中
支筛选100余家地方国有企业，
建立了百家民企、百家国企动态
发债项目库。

“双百攻坚”,提升企业债券融资能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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