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积极参与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省组织的

“诚信经商宣传月”活动，坚持以
“全面覆盖、形式多样、效果显著、
留痕充分”为原则，将外汇风险中
性理念高质量、全方位、多角度传
递给企业客户，引导企业树立外
汇风险中性的理念，共同维护稳
健的金融市场秩序。

1、微信公众号宣传
通过光大国际化微信公众号

进行风险中性宣传，分为风险中
性案例篇——— 汇率避险正当时，
光大银行在行动；风险中性产品
篇——— 风险中性要坚持，避险光
大有妙招；风险中性知识篇———

外汇市场波动大，风险中性解您
忧。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要求各经
营单位积极向企业转发，通过直
观的案例介绍，取得了较好的宣
传效果。

2、利用抖音等新媒体进行宣
传

为进一步引导企业树立风险
中性理念，二级分行采用当前网
络比较流行的抖音短视频方式进
行营销宣传，通过生动活泼的短
视频方式，突出汇率避险优势，
积极引导企业树立以“保值”而
非“增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
理目标，做好自身风险防范工
作。

3、制定风险中性宣传明白纸
为提升客户经理营销水平，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及时整理风险
中性宣传材料，制定风险中性宣
传明白纸，帮助企业树立财务中
性的理念，不鼓励过度倚赖市场
投机来博取收益，应从控制财务
成本、降低风险的角度出发，关注
汇率风险。

4、多种形式转发倡议书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等联合发布“秉承风
险中性理念 积极管理汇率风险”
倡议书，我行对辖内进出口企业通
过微信、邮件、上门送达等多种形
式进行宣传辅导，并且通过我行的

官方公众号进行宣传，切实倡导涉
外企业通过套期保值把不确定的
汇率转换为确定的汇率，有效降低
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

5、营业网点宣传
要求各二级分行以及支行网

点电子屏幕继续对汇率避险进行
宣传提示：外汇交易有风险、套期
保值要谨慎、聚焦主业控风险、实
需中性要坚持。

6、面对面、一对一实地宣传
培训辅导

通过实地了解客户需求，向
企业发放《企业外汇风险中性宣
传材料》，同时针对当前人民币汇
率双向波动加大的特点，进行外

汇风险中性提示，定期微信群报
价，协助客户摸排汇率风险，推荐
与客户业务需求相适应的衍生工
具帮助其缩小风险敞口，帮助客
户逐步建立成熟的外汇风险管理
体系。

下一步，光大银行济南分行
将持续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
念，同时提升银行外汇从业人员
素质，将诚信经营、依法合规办
理外汇业务嵌入到业务培训与后
续管理工作中，发挥专业优势，
立足客户需求，创新产品体系，
不断提升外汇服务能力，帮助企
业诚信守法用外汇、合规经营促
发展。

光大银行济南分行
开展“诚信经商宣传月”宣传活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婉莹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积极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
银行总行关于降低小微企业支
付手续费工作部署，聚焦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降低支付手
续费关切与期盼，坚持为民办
好事、办实事，强化责任担
当，扎实推动降费让利政策在
全省快速落地实施。截至9月30
日，全省316家银行、支付机构
全部正式落地执行支付手续费
降费政策。

此次降费政策，聚焦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同时惠及
其他市场主体，主要涉及使用
频率较高、降费诉求强烈的银
行账户、人民币转账汇款、银
行卡刷卡等基础支付服务。省

内各机构靠前一步，积极行
动。据统计，早在2个月前，省
内超五成的银行已启动降费工
作，减免各类支付手续费累计
超1 . 1亿元。据初步测算，减费
政策将惠及全省1193 . 8万家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预计每
年将为市场主体减免支付手续
费约8亿元。

为推动降费让利工作取得
实效，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强化
业务指导、完善机制建设，确
保降费不降服务。一是扎实做
好准备工作。组织指导全省银
行、支付机构贯彻落实四部委
支付手续费降费要求，按时完
成系统改造、价格公示、政策
宣传及业务培训等各项工作。
二是强化政策传导。通过现场
督导、座谈等方式，加强政策
解读、窗口指导，明确降费工

作目标和任务要求，确保惠企
政策直达基层。组织全省开展
收费项目自查，杜绝隐瞒优惠
政策、变相收费、隐形收费等
情况。三是完善机制建设。指
导银行、支付机构建立小微企
业动态识别机制，实施动态
化、精细化管理，按照“应降
尽降”原则，确保降费政策全
面触达客户。建立误收费退费
返还机制，简化退费办理手续
和流程，确保降费政策“应享
尽享”。

下一步，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将密切跟踪关注政策落地实
施情况和效果，与省内银行、
支付机构一道，扎实深入做好
降费让利工作，助力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降低经营成本，
进一步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
力。

减费让利有力度 惠及小微有温度
——— 山东省支付降费政策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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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山东将通过商
业银行柜台发行总额为2亿元、
品种为5年期记账式固定利率的
附息债。本期政府债券分销日
为10月19日至10月21日，起息
日为10月22日，上市日为10月
26日。每年10月22日(遇节假日
顺延)支付利息，2026年10月22
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
息。债券面值100元，投资者认
购债券数量为100元面值的整数
倍，票面利率将于10月18日面
向2021-2023年山东省政府债券
公开发行承销团成员公开招标
确定。

10月19日至21日，个人和
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营

业网点柜面认购，也可以通
过电子银行渠道 (包括网上银
行 和 手 机 银 行 ) 认 购 本 期 债
券。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投资
山东省政府债券，共同助力
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

本期山东省政府债券柜台
业务承办银行共有6家，分别
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国光
大银行，山东省内个人或中
小机构投资者可通过这六家
银 行 的 网 点 柜 面 、 网 上 银
行、手机银行等渠道认购，
承办银行还提供了债券质押
融资等增值服务，具体的认
购方式投资者可以咨询这6家
承办银行。

投资山东债 共建新动能

10 . 19-10 . 21山东省政府债券
将面向公众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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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高度重
视乡村振兴、绿色金融工作，不
断优化政策支持体系和工作机
制，并将推动相关领域债券融资
作为重要内容，采取开展全省债
券发行“双百攻坚行动”，建立全
省发债企业动态项目库等举措，
持续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和发债
覆盖面扩大。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碳达
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全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创新推
出乡村振兴票据、碳中和债、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债务融资工具
等新型债券融资产品。人民银
行济南分行紧抓机遇、迅速行
动、主动作为，先后推动山东高
速集团、临沂投资发展集团和
青岛地铁集团成功发行全国首
批乡村振兴债券、全国首批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债务融资工具
和全省首单碳中和债券，通过
市场化手段引导鼓励社会资本
投资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循环、
革命老区建设等领域，进一步
拓宽了乡村振兴、碳达峰碳中

和等重点领域融资渠道，对于
推进金融创新支持乡村现代化
综合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服务各产业板块绿色低
碳转型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例如，山东能源集团成功发行
10亿元、期限3年碳中和债券，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农林生物质
能源利用类绿色低碳产业项
目，预计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
碳51 . 8万吨、年节约标准煤24 . 8
万吨，具有良好的碳减排等环境
效益。临沂投资发展集团成功发
行5亿元、期限3年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重
点支持临港年产270万吨高端不
锈钢与先进特钢制造产业集群
建设，有助于推进该区域实施新
型城镇化战略，助推老区经济社
会发展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共成功推动发行碳中和债务
融资工具5单、29亿元，乡村振兴
票据6单、41亿元，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债务融资工具3单、32亿元。
下一步，将加强部门协同，进一
步推动乡村振兴、绿色等专项债
券发行，有效拓宽重点领域融资
渠道，为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推动多项债务融资工具

创新产品顺利落地

你有没有想过，“创业未半
而中道崩殂”的概率有多大？
一旦“中道崩殂”，父母的养
老，尚未还清的房贷，子女的
教育、婚嫁，是否有着落？寿
险，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工
具。而增额终身寿险，又因其
保额不断增值的特性，成为寿
险市场上的新宠。今天，我们
就以一款代表性产品——— “太
平岁悦添富终身寿险”(以下简
称“岁悦添富”)来详细了解一
下。

3 . 5%写进合同
与生命等长的成长型资产

“岁悦添富”是一款增额
终身寿险，它的一大亮点，体
现在“增额”上，活得越久，
保额越高。

该保险产品合同原文显示：
“首个保单年度，有效保险金额
等于基本保险金额。从第二个保
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
险金额按基本保险金额以3 . 5%

年复利形式增加。”
举个例子，25岁的X先生为

自己投保该产品，月缴保费
1000元，交费期限20年，则第
一年的基本保额约为1 4 . 4万
元；第二年的有效保额为14 . 4
万×(1+3 . 5%)，以此类推。到
他75岁时，有效保额可达77 . 8
万元。到85岁时，有效保额更
是达到了近110万元。

月缴“聚沙成塔”
搭配定寿轻松实现百万身价

“岁悦添富”可选择月
缴、年缴等多种缴费方式，其
中月缴最低仅需几百元，缴费
年限可以选择5年、也可以选择
10年和20年，定期把你的一小
部分资产暂时“封印”到保单
中，从而克服人性的弱点、实
现身价的“聚沙成塔”。

如果搭配定期寿险，更可
有效提高杠杆，轻松实现百万
身价。以30岁男性为例，如果
购买“太平附加悦越稳定期寿

险”(20年交，保障至60岁)，
则每月仅需248 . 4元，即可获得
100万元的保额。

高现价、可贷款
自带灵活属性

“岁悦添富”作为终身寿
险，其给付具有确定性，灵活
性方面的表现同样优秀。

当用户在有资金需求的时
候，可以通过保单贷款等方式
灵活周转，获得一笔现金流。
申请保单贷款，其最高金额可
以到现金价值的80%。受益人
在申请保险金时，还可以将其
全部或部分转换成年金。

在市场环境不确定因素持
续增加的情况下，增额终身寿险

“岁悦添富”可以提供确定、持续
增长的身价保障，同时保单现金
价值稳定增长至终身，不受未
来市场波动的影响。

详情可咨询您身边的太平
人寿保险代理人。详细产品责
任，请以条款及合同为准。

“岁悦添富”增额终身寿
与生命等长的成长型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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