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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传承初心、担当使命”——— 莱阳住建局、

中电建(莱阳)投资公司联合举办主题党日

“薪火传承守初心、凝心聚力担使命”。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7月1日，莱
阳市住建局机关党委、中电建(莱阳)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党委联合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
题党日活动。

精心定制的《党员政治生日手册》和《不
忘初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书
籍成为了1-6月份入党同志的政治生日礼
物。

活动现场，6名党员代表发表“生日感
言”。大家在活动中忆初心、悟初心、践初心，
抒发内心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并献上对
中国共产党的诚挚祝福。

随后，党员干部观看了《面对面|张桂
梅:大山里的女校长》，一幅幅生动的图片、

一个个震撼人心的镜头，激励着党员干部以
更高的工作标准、更实的工作作风、更严的
工作态度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结合活动安排，莱阳住建局机关支部书
记为党员上了一堂生动详实的专题党课，与
大家共同回顾了当年的入党初心，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把握新机遇，奋斗新时代，全力推
动莱阳城建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活动最后，50余名党员对着党旗宣誓，
重温了自己入党时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
党员们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初心使命，聚焦工作中的问题与困难，
狠抓落实、勇于担当，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
誓言，以满腔热血践诺入党初心。

(柴菁)

本报烟台7月2日讯(记者
梁莹莹) 7月2日上午，烟台市
2020年“改革攻坚进行时”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发布会现
场获悉，今年上半年，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市
金融系统深入贯彻中央逆周期
金融调节政策和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以优化服务为重点，以
机制建设为抓手，以壮大规模为
目标，坚持用改革攻坚的办法增
强政策实施效果，全市金融领域
改革攻坚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企业融资服务方面，健全重
点项目融资服务机制。5月末全
市企业贷款余额4188亿元，比年
初增加278亿元，占全部贷款增
量的82%。启动实施金融辅导员
制度。扎实推进小微企业首贷培
植行动，今年以来累计培植首贷
企业2201户，实现贷款金额28 . 8
亿元。全面降低企业融资成本。5
月份，银行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
利率为4 . 6%，同比下降0 . 72个百
分点，其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分
别为5 . 24%和5 . 07%，同比分别

下降0 . 79和0 . 92个百分点。
扩大直接融资方面，健全上市

工作推进机制。目前全市共有14家
企业进入上市程序，其中，美瑞新
材料IPO申请已获证监会核准，4家
企业排队待审，9家企业正在辅导
备案。加大后备资源培育力度。始
终将资源培育作为企业上市的基
础性工作来抓，定期梳理、发掘企
业资源，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后备
资源库。今年以来新增入库企业19
家，总数达到141家(含进入上市程
序的企业)，其中，56家已企业完成
股改。推进基金产业融合发展。6月
份，联合青岛市共同举办资本与产
业项目对接合作大会，集中推介烟
台重点产业项目，吸引知名风投创
投机构入驻。今年以来，新增各类
基金及管理机构25家，新增基金认
缴规模77.25亿元。

金融开放方面，引导金融机
构结合涉外企业需求，建立专门
服务机构，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
化水平，目前8家银行在自贸区设
立专营机构，15家金融机构制定
自贸区金融服务专项方案。深入
推进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
化试点，取消了企业成立两年以
上及上年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上
的试点门槛。在自贸区全面实施
了贸易外汇收支审核等9项创新

业务试点，取消或放宽了非投资
性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境内股权
投资限制等4项限制措施，实施了
12项外汇管理便利化措施，清理
整合20类外汇账户，极大便利了
企业合规办理外汇业务。

优化金融环境方面，优化纾
困基金办理流程。企业申请使用
市级应急纾困基金，2个工作日完
成申报材料审核，符合条件的2个
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指定账户。
疫情防控期间，资金使用费由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0%降至30%。
目前已累计为企业提供纾困资金
支持5 . 95亿元。推动融资担保机
构合理降费。指导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单户担保金额500万
元及以下的收取担保费率原则上
不超过1%，对单户担保金额500
万元以上的原则上不超过1 .5%。

金融风险防控方面，今年以
来引导银行机构通过清收、核
销、批量转让等方式累计处置不
良贷款31 . 88亿元。截至5月末，
全市不良贷款余额163 . 68亿元，
较年初增加7 . 97亿元，不良比率
为2 . 66%，较年初下降0 . 02个百
分点。扎实推进担保圈“破圈解
链”，截至5月末，全市担保圈涉
及企业数量比年初减少231家。

全市金融领域改革攻坚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14家企业进入上市程序

中国人寿混合云助力科技国寿迈步云端
从基础设施到平台服务，再

到行业应用，云计算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重构整个IT产业，业
务上云已成为企业共识。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人寿”)紧抓云计算发展机
遇，深入践行集团“科技国寿”战
略，以加快构建更加先进高效、
动态灵活的云数据中心为目标，
全力打造具有国寿特色的混合
云，建成了国内行业首个混合云
平台，实现了中国人寿“云化之
路”的重要突破。

近年来，中国人寿依托“大
后台+小前端”整体IT布局，深入
推进分布式部署、计算资源虚拟
化、私有云与公有云互通，在实
践中探索建立了中国人寿特有
的混合云模式，基本实现了IT基
础平台云化，计算单元分布式化
率与虚拟化率均接近100%，分布
式存储占比26%且逐年上升，并
在北京稻香湖云数据中心投产
运营了保险行业部署规模领先、
承载业务量大的软件定义网络，

大幅提升了网络虚拟化和自动
化水平。

中国人寿混合云作为行业
内率先研究并落地的案例得到
了外部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广泛
认可，荣获2019年DCD(Da ta
Center Dynamics)亚太年度混合
IT项目奖，成为自该奖项设立以
来首家获奖的国内保险企业。

抗击疫情期间，中国人寿充
分发挥国寿混合云弹性伸缩、方
便快捷、安全可靠、不间断运行
的优势，积极应对移动办公、远
程协同、在线销售等互联网应用
爆发式增长的挑战，有效支持了
公司各项业务全面线上开工。为
确保“康E无忧”赠险及时顺利发
放，有效应对活动期间的高并发
压力，依托混合云2小时内完成6
倍资源的扩容，业务系统高峰处
理能力达到9000单/分钟，顺利
保证公司1000万单新冠肺炎赠
险的线上发放。

提质降本，科技运营的云端
优势崭露头角。混合云除了具备

公有云的弹性伸缩、方便快捷、
安全可靠、不间断运行的特点
外，另一个显著优势是节约成
本。以互联网带宽为例，公有云
侧互联网带宽费用约为私有云
费用的十分之一，如将大流量业
务的互联网出口从私有云迁移
至公有云侧，带宽费用将大幅下
降。与此同时，混合云服务器、存
储、云服务等也有较为明显的成
本优势，成本节约可达50%左右。

依托云计算提供的强大算
力，智能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
的应用，也产生了海量的数据。
根据IDC预测，2025年全球物联
网连接数将增长至270亿个，物
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1000亿台，
全球数据总量预计达到163ZB。
边缘计算被认为是5G与物联网
等系统的重要结合点，有望给业
务模式带来颠覆性改变，云计算
也将向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协同
转变。后续，中国人寿将紧盯物
联网、5G等前沿技术，推动国寿
混合云的不断向前发展。

三个月办理融资253亿元
烟台431名金融辅导员落地见效

本报烟台7月2日讯(记者
梁莹莹) 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从7月2日举行的烟
台市2020年“改革攻坚进行
时”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
上获悉，全市金融领域改革攻
坚工作中提到，启动实施金融
辅导员制度。那么这项制度在
烟台市的实施情况如何呢？

据烟台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绍文
介绍，为深化“政金企”合作，
推动企业改进财务管理、规
范经营运作，提高融资可得
性，有效增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省金融稳定发
展领导小组决定在全省推行
企业金融辅导员制度。3月6
日，省里组织召开了全省企
业金融辅导员进企督导动员
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标志着
企业金融辅导员制度正式启
动实施。

张绍文说，推行企业金
融辅导员制度的核心是组建
金融辅导队。为做好这项工
作，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
重点从熟悉经济金融和企业
管理工作、且有5年以上相关

工作经历的银行机构骨干工
作人员中遴选金融辅导员，
今年共从市县两级银行机构
选派金融辅导员431名，组建
金融辅导队141支，按照双向
选择的原则，首批结对辅导
企业2413家。金融辅导员制度
实施三个多月来，各金融辅
导队基本摸清了企业的融资
需求，并按照“一企一策、一
问题一方案”的原则，协调所
在银行机构为有融资需求的
737家辅导企业办理融资总额
253 . 67亿元。此外，还有214家
辅导企业正在办理相关融资
业务金额73 . 69亿元。

据悉，首批结对辅导的
企业主要是各类金融服务需
求较为迫切的民营、小微企
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和成长
性较好的企业，这些企业的
金融需求具有多样、灵活、复
杂等特点，因此，在为企业配
备金融辅导员的同时，烟台
还从全市证券、保险、基金等
其他金融机构遴选出137名金
融服务专员，从各个层面为
辅导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
服务。

“1+3+5+N”体系展开
助力烟台打造“掌上办事之城”

本报烟台7月2日讯(记者
梁莹莹) 7月2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2020年“改革攻坚进行时”系
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上获
悉，去年以来，在全省评估、评
价中，烟台市流程再造改革在
全省列第一名，“放管服”改革
列第二名。今年，深化“放管
服”和流程再造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被列入市改革攻
坚行动之一，整体工作按照“1
+3+5+N”的体系展开。

“1”就是打造“掌上办事
之城”，这是工作的总目标。烟
台市在全省率先开发运行“烟
台一手通”APP，运用信息化
手段再造政务服务移动应用
业务流程，将“烟台一手通”客
户端建成全市政务服务移动
应用“总门户”，实现政务服务
和便民服务事项“掌上查”“掌
上看”“掌上问”“掌上办”“掌
上评”。目前，“烟台一手通”
APP已经推出亮证服务事项
18项，集成开具社保证明、跨
省异地医疗、公积金提取等秒
批秒办事项16项，接入覆盖教
育培训、卫生健康、交通出行
等领域的2 4 4个高频应用事
项，接入1300多项依申请政务
服务事项。针对市民生活需求
共推出婚姻生育、房产置业、
生活缴费、公共安全等热点服
务事项55项。

“3”就是实施减证便民、
强化数据支撑、推动机关工作
流程再造三大举措，为打造

“掌上办事之城”提供强有力
支撑。实施减证便民，主要是

实施“取消一批、替代一批、查
证一批、承诺一批”“四个一
批”的减证便民行动。

“5”就是聚焦涉企审批、
为民服务、城市管理、项目落
地、自贸区建设五个领域，进
行全领域、全流程、全环节的
流程重塑再造。围绕五大领域
的50个具体任务，通过建立

“极简审批”“一证准营”“容缺
审批”“承诺即准”“数据支撑”

“每事必接”“能放尽放”“科学
决策”“监管评价”9项再造措
施，构建服务最优、成本最低、
百姓满意的政务服务流程，力
争年内实现行政认可事项、办
事环节、提交材料、办理时限
在去年的基础上压减50%。

“N”就是围绕群众眼里
的“一件事”进行主题事项再
造，打造“一件事一条链”服务
流程，实现从“单件事”向“整
件事”迭代，变“纵向型多链条
串链审批”为“扁平化同步并
联审批”。今年，烟台市确定了
70个流程再造主题事项，列入
“三重”工作。上半年，已经完
成了事业单位法人注销、“智
慧招生”、失业登记等39个主
题事项再造。智慧招生，实现
招生、转学办理由原来家长携
带各种材料的“现场审核+人
工安排学校”，升级为“在线申
请、在线审核、在线安排学
校”，申报材料由7-8份减至0
份，资料审核时间由原来的每
件10分钟缩减到网上秒办。医
疗保障，实现经办服务“六统
一”，申办材料整体精简30%以
上，办理时限整体缩短50%以
上，办理环节压缩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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