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保险临沂中支，诞生于
钟灵毓秀的红色沃土，将沂蒙精
神融入发展实践，全体员工同心
奋战、砥砺前行。自2017年至今年
5月31日，临沂中支业务发展在当
地市场份额及排名一直稳步提
升，年保费收入由4 . 38亿元提升
至6 . 55亿元，累计增长近50%。

临沂中支充分发挥党的领导
和公司治理两个优势，紧紧围绕
党建和业务节奏相结合,不断提
高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
造力，铸就了一支铁军队伍———
临沂本部。他们吃苦耐劳、勇往直
前、无私奉献，是临沂中支人力、
业务发展的排头兵。

2006年加入新华保险的曹长
红是临沂中支的第一个总监，从最
初的单枪匹马到如今带领临沂中
支最大的600人团队，曹长红凭借
的是一腔热血和不服输的精神，以
及艰苦卓绝的努力和付出，执业多
年获誉无数。总监陈洪起，一路走
来，经历了亲戚朋友不理解不支
持、客户拒绝与否定，但这些反而
让他学会了坚持和挑战，如今陈洪

起带领400人的团队，大家积
极进取、奋勇争先，在团队建
设、业务水平和客户服务上
都做到了临沂中支前列。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
1800元理赔款便于申请理
赔当天处理完毕并实时到
账。这是4月21日曲先生通

过新华保险微信公众号为女儿申
请自助理赔的一幕。来自吉林省
的曲先生长期在临沂做生意，今
年1月在新华保险吉林分公司为
女儿投保，3月女儿因感冒发烧在
临沂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2098
元。基于全国通赔、就近处理的原
则，新华保险临沂中支第一时间
受理了曲先生的理赔，这是临沂
中支践行初心使命，用更加人性
化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保
险服务需求的一个缩影。

临沂中支注重提升服务水平
和客户满意度，开展了客户信息
真实性清理、贷款清偿提醒、少儿
书画大赛等活动。在理赔服务方
面，开展了“移动签收”“住院慰
问”“理赔暖冬行动”“理赔进职
场”“重疾慰问先赔”等活动。临沂
中支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自2019
年以来，共开展了20余次丰富多
彩的公益活动，累计为全市2378
名环卫工人捐赠了2 . 378亿元保
额的意外险。今年又为临沂市
2134名公交司机捐赠意外保障，
保额共计42680万元。

临沂中支总经理王好光表
示，在总公司“二次腾飞”战略和
山东分公司“313”战略的共同感
召下，临沂中支三年规划也如期
而至，即“一万人、十个亿、跻身市
场前五”，通过不懈努力，让“临沂
新华”的品牌形象深植这片红色
沃土。 （胡晓娟 陈潇）

新华保险淄博中支认真落实
“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
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要求，把
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员工培
养成党员，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
打造有品质、有品味、有品牌的一
流寿险公司。淄博中支总经理于
武圣介绍：“我们的培养重点在中
支及支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业务
一线及客户接待一线的优秀员工
上，旨在树立一批群众信赖、业务
过硬的党员先进典型，提升党建
工作效能及队伍整体管理水平，
支持中支长远发展。”

淄博中支以党建为引领，拼
出了“淄博效率”。数据显示，2019
年淄博中支实现保费收入11 . 6
亿元，同比增长28%；健康险连续
两年大幅度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42%、37%。截至今年5月31日，淄
博中支续期保费达39957万元，达
成率46 . 7%，位列山东系统内第
一；新单保费12513万元，达成率
51 . 1%，位列山东系统内第二。出
勤率、合格率、人均件数、继续率
等多项经营指标均位列山东系统
内第一。

新华保险淄博中支以“开放、
包容”的人才发展观，提出三年五
千精兵战略，在不拘一格降人才
引进专业优势人才同时，打造“高
学历、高收入、高绩效”三高冠军
团队。据悉，通过“基本法改版”，
淄博中支队伍晋升道路更加通

畅，晋升平台得以拓宽，各层级收
入实现大幅提升；通过“赋予权”
政策，实现保单服务不间断、层级
收入有保证。

人力数量高速发展的同时人
力质量也在稳步提升。淄博中支
以“打造主管绩优化为前提、新人
绩优化为基础、绩优主管化为源
泉”的绩优三化文化，来提升队伍
收入，推动业务持续高平台。通过

“成长联盟”“主管成长日”“主管
启动会”“固化新兵营”等核心举
措，让一线队伍有资源、有平台、
有优势，实现人力连续三年保持
高速增长，2020年一季度人力达
到4127人，同比增长40%。

新华保险淄博中支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推出多项暖心服务。开
展了“人人讲理赔服务创品牌”理
赔“住院慰问”“暖冬公益关怀”等
活动。今年新增了“重疾慰问先
赔”服务。截至今年5月31日，已为
77万人送去保障1665亿元，支付
赔偿金2867 . 42万元。

新华保险淄博中支快速发展
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积极响应
“六保六稳”工作总基
调 。 自 2 0 1 9 年 3 月以
来，新华保险淄博中支
开展了致敬环卫工人、
保护蓝天、捐书助学、
助贫困户过暖冬、援鄂
慰问等15次公益活动。

（胡晓娟 陈潇）

新华保险淄博中支：

党建引领绩优推动，打造“三高”团队

新华保险临沂中支：

践行初心使命，铸就“沂蒙铁军”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

党建与业务发展目标双轮驱动

日前，一家企业通过渤海银
行天津分行企业网银顺利查询
并下载了自己的企业信用报告，
渤海银行企业网银自助查询企
业信用报告渠道的开通，标志着
该行成为全国第二家总行开通
网银查询方式的商业银行。

为践行征信为民的服务理
念，疫情防控期间更好地为企
业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企业
信用报告查询服务，渤海银行
积极响应人民银行要求，于5月
15日起增加企业信用报告网银

查询方式。据了解，渤海银行
第一批上线的企业信用报告网
银自助查询用户涵盖了天津、
滨海、北京、石家庄、上海、
广州、深圳、武汉分行所属的
各营业机构开立的网银企业客
户，目前天津地区的30余家分
支机构，可以服务企业网银客
户超过5000家。自6月11日起，
该行全国32家一级分行全部实
现企业网银自助查询渠道上线。

与传统的柜台查询相比，企
业网银查询信用报告不仅让企

业申请材料大量减少，全程电子
化，同时查询时间大幅缩短，提
升了征信服务效率。企业只须开
通企业网银平台征信查询功能
就可随时随地、足不出户在线查
询和下载本企业信用报告，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有效解决了企业
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一步支
持了对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疫情防控期间，网银自助渠
道查询有效避免了现场办理可
能带来的交叉感染，给企业带来
了便利，优化了营商环境。

日前，农业银行济南自贸区
支行揭牌成立。今后，该行将在
上级行的全力支持下，进一步集
中优势资源，持续加大对济南高
新、自贸“两区”的金融支持力
度，助力科创济南、智造济南、文
化济南、生态济南、康养济南等

“五个济南”建设。
据了解，“农行济南自贸区

支行”前身为“农行济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早在
1993年，农行济南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支行就已经成立，是
济南市最早服务于高新园区的
金融机构之一。20多年来，该
行为4500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
金融服务，存贷款规模超过100
亿元。此次借助国家成立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

区的历史机遇，农行济南自贸
区支行在济南高新开发区支行
基础上更名迁址，不仅揭开了
农业银行助推济南高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也为服务
济南自贸区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

农行济南自贸区支行成
立之后，将按照济南高新区
管委会与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分
行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加强银政合作，在财政社保、
教育卫生、“智慧政务”等方
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同时，该
行依托高新区和自贸区发展政
策红利，向济南区域内重点
建设项目和重点产业提供信
用支持，打造农行济南自贸
区支行专业服务特色：争取

信贷差异化授权 ,加快国际金
融产品创新 ,丰富自贸产品运
用；充分发挥网点、网络、
资金等优势，为驻区企事业
单位和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金
融服务，全力支持当地经济
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上
级行的战略部署,全面把握高新
区和自贸区金融业务发展机遇,
落实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要
求,积极创建并持续优化具有农
行特色的自贸区金融服务模
式，将自贸区支行打造成为业
务创新的‘试验田’、优质服
务的‘桥头堡’、高质量发展
的‘排头兵’！”农行济南自
贸区支行负责人介绍说。

(陈东林 房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庭
选择让子女出国深造，而跨境
支付学杂费的繁琐过程，让不
少家长头疼不已。个人购汇政
策的把握、汇款材料的完整性、
保 证 学 费 按 时 足 额 汇 到 学
校……对于大多数家长都不是
简单的事。

日前，中信银行践行“信守
温度”的品牌主张，精准解读监
管政策，借助科技手段优化流
程，创新推出“留学汇”产品。

“留学汇”不占居民个人购汇额
度，便捷的流程带给客户省心
省力的良好体验。

APP办理：不占个人购汇
额度，不跑网点省时间

过去，对于留学用汇，客户
如不想占用每年等值5万美元
的个人便利化购汇额度，只能
在银行网点现场办理，需经过
汇款申请书填写、缴费证明材
料复印、反洗钱筛查比对等流
程，至少耗费1个小时。如今，上
述过程可通过中信银行手机银
行APP实现。登录“留学汇”界
面，能看到丰富的学校账户信
息，家长可自助选择、无需手动
填写，且支持缴费证明材料上
传，所有操作能在几分钟内完
成。

操作简单：无需提前购汇，
全中文界面操作

通过中信银行“留学汇”产
品，家长可直接用人民币支付，
银行审核后使用客户人民币资
金购付汇。此外，“留学汇”产品
提供全中文操作界面，整个过

程清晰明了，家长不用担心因
语言障碍影响汇款。

进度掌控：随时随地随心
查，支持全额到账

家长完成“留学汇”操作，
后续将收到汇款进度短信提
醒，也可通过手机银行APP自
助查询。同时，“留学汇”提供全
额到账服务，通过支付全额到
账费，可免去国际汇款过程中
的转汇行、收款行相关费用，确
保付款人汇出的金额即为收款
人收到的金额，不会因缴纳不
足额而影响入学。

安全合规：确保学校账户
真实有效，专人双岗集中审单

留学汇款涉及国家外汇和
反洗钱管理，银行需对交易进
行严格的审核，但由于该业务
并不常见，一些柜员操作不够
熟练，专业化程度不够高。如
今，伴随着“留学汇”产品的研
发，中信银行重构了业务流程，
通过对教育部、国际卡组织和
留学服务平台三方信息交叉比
对，确保学校账户真实有效；在
此基础上，设置了专人双岗集
中审核，既提高了审单效率，又
增强了安全合规性。

近几个月来，在新冠疫情
全球蔓延的形势下，中信银行
采取一系列行动帮助海外学
子，通过提供专家直播讲座、免
费发放口罩和境外紧急救援权
益等手段，为他们的求学之路
保驾护航。“留学汇”产品的推
出，更是中信银行关爱留学家
庭的重要举措。

农行济南自贸区支行揭牌成立

锁定留学用途 不占购汇额度

中信银行推出业内首款
线上留学汇款产品

渤海银行开通企业信用报告网银自助查询渠道

2020年是山东新华“三
一三”战略的第一年，即未
来3年内，期交保费实现300
亿元，全省销售队伍突破
10万人，跻身寿险行业二
级机构30强。

2020年是新华保险“二
次腾飞”的开局之年，也是
公司党建工作“基础建设
年”。山东新华在主题教育
期间确立了“站排头、打先
锋、立标杆”的党建目标，党
建目标与业务发展目标双
轮驱动，2019年实现保费收
入133 . 84亿元，外勤营销员
队伍突破66000人，服务客户
近380万人，累计理赔总额
超48亿元。

6月8日—12日，记者跟
随媒体采访团走进淄博、
潍坊、临沂三家中支机构，
探究党建引领下各机构独
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财经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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