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创新驱动战略 致力特色农业险种

全力打造“人保农险的齐鲁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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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高科(000636)作为半导体板块
龙头之一，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7月10
日期间股票涨幅达到220 . 9%。然而，风
华高科7月13日发布公告称收到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因
其信息披露违法，构成重大事件虚假陈
述，法院判决风华高科赔偿26名投资者
赔偿直接投资损失、印花税、手续费、利
息等共计8855 . 55万余元。股票于7月14
日开盘暴跌8%，7月15日下跌4 . 76%,7月
16日下跌3 . 83%，累计跌幅达15 . 73%。

据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证
券维权团队秦可律师介绍，广州中院民
事判决书认定，风华高科虚假陈述实施
日为2016年3月29日，揭露日为2018年8月8
日，基准日为2018年8月24日，基准价16 . 51
元。根据判决书认定，凡是在2016年3月29
日至2018年8月7日期间买入，并在2018年8
月7日收盘时持有风华高科股票的投资
者均可要求其赔偿，如果投资者持有股
票至2018年8月24日之后，即便有盈利，仍
然可以要求赔偿。符合条件的股民可以
通过微信yingke268咨询登记索赔。

公开资料显示，风华高科2018年8
月10日股东数达8 . 74万户，据秦可律师
介绍，按照以往平均3%左右股民会参加
索赔，平均索赔金额10万元计算，股民
总索赔金额或超过2亿元。

风华高科2019年年报显示，2019年
风华高科净利润为3 . 39亿元，本次法院
判决赔偿金额即已到其2019年净利润
的26%，如最终索赔数额超过2亿元，将
会是对风华高科的重大打击。当然，广
州中院判决尚未生效，风华高科仍有可
能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以求改
变判决结果。

风华高科索赔范围确定

股民总索赔金额或超2亿元

近年来，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始终
致力于服务全省三农大局，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在价格保险、气象指数保险、保
险+期货等领域积极推动产品创新，大力
推进““一县一品””地方特色农险业务，打造
了““人保农险的齐鲁样板””，践行了““人民保
险、服务人民””的央企使命担当。

“今年，我投保的玫瑰花目标价格保险
不只保鲜花蕾，还升级了保花冠和保大花，
承保标的扩大了，保费却下降了，有人保财
险兜底，我们再也不怕玫瑰花价格‘‘跳水’’
了”。平阴县玫瑰花种植户王先生说。据了
解，为服务我省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化
解花农价格风险，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
于2018年开发并承保了国内首款玫瑰价格
指数保险，当年该险种赔款金额便高达600
余万元，受益农户4600余户次,用保险机制

化解了“花贱伤农”的困境。今年本产品升
级版投入使用，承保标的扩大，为玫瑰花种
植户们吃下了“定心丸”。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始终积极践行
创新驱动战略，根据各地优势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情况研发专属保险产品，服务我省
蔬菜、林果、花卉等优势产业进一步做优、
做特、做强。除平阴玫瑰价格指数外，还先
后开发了日光温室蔬菜寡照指数、大樱桃
种植保险、农作物巨灾保险、茶叶低温指数
等多个地方特色农险业务，并创造性地开
展“保险+期货”项目。2019年，人保财险山
东省分公司开办了全国首个由地方财政全
额补贴型的棉花期货项目，为试点承办区
域内的超4万户棉农提供了2亿余元风险保
障，构建了“中央政策性险种为主导，地方
政策性险种、商业型险种和创新型险种为

补充”的立体式农险产品体系，“一县一
品”、“一镇一品”的发展局面初步形成。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积极参与海洋
牧场及海水养殖保险试点工作，在传统海
产品养殖保险的基础上，开发了海产品养
殖风力指数保险。自2014年承保全省第一
单海产品养殖风力指数保险以来，人保财
险山东省分公司每年持续在沿海地区推动
业务开展，2014年至今，已开发5款海产品
专项保险产品，累计承担保障责任超过8亿
元，保障海水养殖面积3 . 98万亩，累计赔
款4600余万元。自2016年开始，人保财险山
东省分公司还开展了观赏动物保险业务，
截至2020年累计承担风险保障金额6000余
万元，累计赔款200余万元。

围绕我省粮食安全战略，人保财险山
东省分公司稳步扩大大宗农产品保险覆盖

面，2019年承保粮食作物超3000万亩，承保
面积同比提升了近7个百分点。助力绿色资
源和生态环境保护，2019年为超过425万亩
森林提供风险保障超30亿元。积极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的要求，大力发展生猪保险，2019年承保生
猪超800万头，支付赔款超3亿元。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在疫情防控
期间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确保

““服务不停、应赔尽赔””，今年上半年，共支
付农险赔款近2亿元，受益农户超20万户
(次)，有力支持了前期因风灾、暴雨、低温
冻害等自然灾害和生猪疫病及意外事故
遭受损失的农户恢复生产，通过保险赔款
让农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了国家支农惠农
政策的温暖。

(胡晓娟 周晓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2020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大力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
支持企业发债融资，精准落实贷款延期
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贷款信用支持工
具，持续引导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据
测算，上半年，已累计为山东实体经济让
利213 . 5亿元。

据了解，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全力推
动辖内LPR定价应用和金融机构定价能
力提升，促进全省企业贷款成本下行，成
效明显。截至6月末，山东省新发放贷款
已全部参考LPR定价，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 存 量 浮 动 利 率 贷 款 转 换 比 例 达 到
96 . 1%。在LPR改革、再贷款再贴现等政
策支持下，全省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降。
2020年上半年，山东省新发放企业贷款
23363亿元，同比增长18%；加权平均利率
4 . 94%，较LPR改革前下降0 . 49个百分
点。据此测算，2020年上半年新发放企业
贷款让利115亿元。

与此同时，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组织
开展山东省债券发行“双百攻坚行动”，
建立了百家民企、百家国企动态发债项
目库，全面摸排发债融资需求，逐一对
接项目库内企业，建立“专项辅导、重点
培育、效果监测”对接服务机制，持续推
进，不断扩大发债覆盖面，积极通过支
持企业发债向实体经济让利。2020年上
半年，全省企业发放公司信用类债券
3445亿元，同比增长52%；加权平均利率
3 . 78%，同比下降0 . 99个百分点。据此测
算，上半年通过债券发行为企业让利34

亿元。
6月初，人民银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支持计划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
政策工具。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全力组织
落实，重点瞄准轻资产、信用好，技术水
平高、经营前景好，就业稳、带动就业能
力强的小微企业，进行精准滴灌。从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看，1-6月，

山东省银行已经为6 . 74万户中小微企

业、2867亿元贷款办理了延期还本付息，

约可为企业降低成本57亿元。从普惠小

微信用贷款看，3-5月份，普惠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支持工具带动全省金融机构发

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496亿元，免除企业

融资抵押担保费用，可为企业节约融资

成本7 . 5亿元。

人行济南分行多措并举，引导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

上半年为山东实体经济让利213 . 5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通讯员 李金清

2020年上半年，山东发行长岛生态保护
项目专项债券2亿元，这是省级连续第三年
单独发行长岛生态专项债券。

此次发行的专项债券，利率为3 . 55%、期
限20年，募集资金将用于长岛生态修复治理
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2018年-2020年，省级
每年单独安排长岛生态专项债券额度2亿
元，由省财政予以贴息支持，有力支持了长
岛海水淡化、污水处理、试验区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等11个重点项目建设，对长岛海洋生
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山东发挥专项债券作用

助推长岛海洋生态保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为更好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
求，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
平，国家外汇管理局于7月16日开展“资
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真实性审核场
景”(以下简称资本项目真实性审核场
景)试点。作为全国5家试点地区之一，
山东省分局积极参与推广，试点首日在
威海市办理5笔业务，涉及银行2家、企
业4家、资本金结汇金额124 . 5万美元。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收入
支付便利化改革政策，在真实合规前提
下，允许企业将资本金、外债和境外上市
等资本项目收入用于境内支付，无需事前
向银行逐笔提供真实性证明材料。为进一

步强化资本项目外汇收入使用的便利化
程度，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跨境金融区块链
服务平台建设了资本项目真实性审核场
景，通过建立银行、企业和监管部门间的
业务信息交互核验机制，提升资本项目收
入支付便利化事后审核效率和效果，有效
解决银行审查企业发票信息、履行真实
合规要求的难题，从而帮助银行切实防
范业务风险，提升业务办理意愿，促进资
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顺利推进。

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外汇局
威海市中心支局扎实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一是加强跨部门协调联动，为试点
运行提供有力数据支撑。与税务部门反
复沟通协调，充分论证数据共享的可行
性与有效性，成功签订合作备忘录。二

是不断扩大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推
广，为试点运行提供稳固基础环境。积
极宣传平台优势，引导各银行在办理业
务时广泛应用。三是提前梳理业务流
程，为试点运行提供及时专业指导。筛
选部分银行开展针对性培训，指导银行
提前完成系统设置，了解数据处理步
骤，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下一步，外汇局山东省分局将加大
业务推广力度，持续深化跨境金融区块
链服务平台应用，在做好资本项目真实
性审核场景试点工作的同时，深入研究
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出口信用保险保单
融资”等更多业务场景中的应用，进一
步提升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山东涉
外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区块链平台资本项目真实性
审核试点工作在山东正式启动

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综合的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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