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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孙川) 近日，《山东省“政
银保”贷款保证保险补贴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提
出企业向银行申请流动性
贷款，可由保险公司承保，
财政按固定费率1 . 5%给予
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开展
该项业务发生的赔偿损失
超过150%的部分，由财政按
照20%-50%的标准给予风险
补偿。此举将推动财政金融
政策融合创新，放大保险增
信对扩大信贷投放的促进
作用，缓解企业贷款难、贷
款贵等难题。

根据《办法》，“政银保”
贷款保证保险补贴资金，是
指省级财政安排用于对全
省“政银保”贷款保证保险
业务进行保费补贴、超赔风
险补偿及贷款本金损失补
偿的资金。符合条件的借款
企业在向银行申请流动性
贷款时，由保险公司承保，
财政按固定费率1 . 5%给予

保费补贴。
对保险公司开展该项

业务发生的赔偿损失超过
150%的部分，由财政按照
20%-50%的标准给予风险补
偿，其中，在一个会计年度
内，对单户贷款累计300万
元(含)以下的，保险公司赔
偿总额超过该部分年度保
费收入150%的部分，由财政
承担50%；对单户贷款累计
超过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
以下的，保险公司赔偿总额
超过该部分年度保费收入
150%的部分，由财政承担
20%；对贷款本金损失，由财
政、银行、保险公司按照3：
2：5的比例承担。

《办法》规定，贷款对象
为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不
含青岛)注册并从事生产经
营、符合规定的中小微型企
业，含个体工商户、城乡创
业者、农业种养殖大户和农
村各类生产经营性合作组
织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贷

款只能用于本企业生产经
营，不包括房地产公司贷
款、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和非
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贷款，不得转借他人。

《办法》明确，建立省级
金融机构库。根据金融机构
业务开展情况，择优将在各
市金融办、财政局备案并合
作开展“政银保”业务的银
行和保险公司纳入机构库，
定期推送优质企业名单。贷
款本金损失补偿资金可直
接冲抵本金损失，并明确建
立通报制度，定期统计“政
银保”工作开展情况，充分
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

据了解，根据保费补
贴、超赔风险补偿和本金损
失补偿三部分政策特点和
具体情况，将为申报企业量
身定制不同的申报、审核流
程，最大限度压缩资金审核
拨付时间要求，审核环节将
于3个工作日、拨付环节将
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

为严格贯彻落实当地
人行、银监局及上级行2018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
知识进万家”暨“提升金融
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活
动要求，引导广大金融消费
者弘扬正能量，增强社会公
众防范风险和正确使用金
融服务的意识，自9月份以
来，邮储银行东营市分行全
面启动普及金融知识宣传
活动。

为全面做好宣传工作，
邮储银行东营市分行在各网
点播放宣传标语、宣传片，同
时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
报，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在“邮储银行东营市分
行”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

推送“提升金融素养，争做
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信
息，开展集中化、立体化宣
传，引导社会公众增强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组织员工前往城市社
区、超市商场、附近集市宣
传金融知识，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社会大众宣传防范
电信诈骗和非法集资、理财
及个人贷款、银行转账新规
等金融知识。

邮储银行东营市分行
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提高金融知识宣传普及
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
性，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为
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
的金融服务。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
基金会向上海市 5 2 4 7 7名
环卫工人赠送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每人保额10万元，
合计保额52 . 477亿元人民
币。希望以此倡导一种好
风尚，传递正能量”。2 0 1 8
年9月2 0日下午，“城市因
你而美·新华伴你而行～
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
人大型公益行动”走进上
海，新华保险监事长、新华
人寿保险基金会理事长王
成然作出上述宣布。

上海站也创造了该公
益行动启动以来捐助人数
最多、保险额度最大、覆盖
城区最广的记录，更成为该
公益行动实施一年多来的
收官之作。

为了实现该公益行动
的特色化、深度化、持续化
运作，基金会开创了“保险
产品+公益平台+志愿服务”
的独特模式，将保险行业优
势和保险公司公益有机的
结合在一起。经过一年多的
探索实践，新华保险关爱全
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
已经成为全国首创、规模最
大、独树一帜的环卫工人群
体品牌公益项目。

一年来，新华保险关爱
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在
全国范围落地实施，得到了
各地政府、监管部门等社会
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还得到了各地环卫工人
群体的好评与认可，弘扬了
劳动者最美的正能量，倡导

了全社会尊重环卫工人的
好风尚。

该公益行动为全国各
地的环卫工人送去了实实
在在的保障和关怀，在各地
环卫部门和受捐环卫工人
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
一致好评。

随着公益行动的深入
实施，新华保险还凭借探
索“保险+公益+志愿服务”
的创新模式，获评中保协
2017年度中国最具代表性
十大风险管理案例 (人身
险 )、中国保险报“年度杰
出社会责任传播案例”奖
等多个奖项。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认可与肯定，探索
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社会
责任之路。

8月24日下午18时，太平
人寿济南中心支公司客服
人员接到一单紧急服务需
求：因身体突发极度不适，
客户安女士致电95589，紧急
申请第二天早上的专家门
诊预约服务。

安女士对孩子的基本
病情能够描述清楚，但对于
应该到哪个科室就诊非常
疑惑。客服人员根据安女士
的基本描述咨询了公司理
赔老师，通过理赔老师专业
的分析，建议客户同时挂心
内科和皮肤科两个科室就
诊。

客服人员考虑到一个
安女士焦急的心情以及孩
子年龄较小，将情况紧急向
山东分公司客服进行了报

备。分公司客服于当天下午
18点50时成功为客户预约到
两个门诊号。客服人员第一
时间将预约成功的消息告
诉客户，听到这个消息时，
客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看病太难了，尤其一
个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看
病更是难上加难，感谢太平
人寿帮我们分忧解难，这份
保险买的太值了。”

第二天上午，安女士带
着宝宝如愿在导医的悉心
陪同下顺利就诊。

太平人寿济南中心支
公司运营服务部用专业担
当，急客户之所急，帮客户
之所需，只为让客户们感受
到“太平温度”、“太平速
度”。

秉承“以客户为尊”的
理念，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人
寿”)不断优化产品设计，持
续提升客户保单权益。为解
决客户在子女教育、养老储
备、财富管理、健康保障等
多方面家庭财务管理的需
求，中国人寿最新推出国寿
鑫享鸿福保险产品组合。该
保险产品组合深挖短期给
付型产品设计潜力，同时首
推“被保险人重疾豁免”，并
将最高投保年龄设置为70周
岁，以高性价比产品为客户
送上理想的保险保障。

国寿鑫享鸿福保险产
品组合由国寿鑫享鸿福年
金保险、国寿附加鑫享鸿福
定期寿险、国寿附加鑫享鸿

福男性/女性/少儿特定疾病
保险、国寿附加鑫享鸿福长
期意外伤害保险和国寿附
加鑫享鸿福豁免保险费重
大疾病保险组成。该保险产
品组合具有年金给付稳、满
期领取早、可选保障多三大
特点。

鑫享鸿福，悠然生金。
此次国寿鑫享鸿福保险产
品组合的推出，是中国人寿
坚守保险保障本源，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
的具体体现。近年来，该公
司立足大众需求，不断优化
产品设计，持续推出更加丰
富多元的保障新品，更好地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保障需
求。

山东省出台“政银保”贷款保证保险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企业申请流动性贷款
由保险公司承保

桃李无言一队春
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收官

9月29日，泰康在广西
南宁成功获得兴宁区三塘
地块，该地块占地约228亩，
将打造成广西壮族自治区
首个大规模、全功能、国际
标 准 的 高 品 质 医 养 社
区——— 泰康之家·桂园，全
部建成后可提供千户养老
单元，并配套二级康复医
院。

泰康之家·桂园位于南
宁市兴宁区三塘板块，是城
市核心区东扩第一站的重
点发展方向，近年来依托丰
富的自然资源打造特色鲜
明的现代都市休闲旅游居
住区，周边商业、教育、医
疗、娱乐等综合配套逐步成

熟。项目周边交通网络发
达，距南宁门户之一的南宁
东站仅10分钟车程，驱车20
分钟可抵达全城核心；休闲
娱乐设施齐全，临近九曲湾
温泉度假村、那考河湿地公
园等，生活气息浓厚。

泰康之家·桂园将以医
养融合、持续照护为核心，秉
承“温馨的家、优雅的俱乐
部、开放的大学、精神家园、
高品质医疗保健中心”五位
一体的理念，提供现代化的
养老服务，居民可畅享“文化
养老”、“居民自治”、“候鸟连
锁”等特色生活方式。

此外，社区也将配建医
疗机构，配套TKR泰康国际

标准康复体系，打造以长期
健康管理为目标，以老年医
学为中枢，整合急症转诊、
长期护理、预防保健及康复
治疗于一体的医养康护体
系，为居民设置急救保障、
慢病管理、老年康复的三重
防线。

随着泰康之家·桂园项
目落地，泰康已完成北京、
上海、广州、三亚、苏州、成
都、武汉、杭州、南昌、厦门、
沈阳、长沙、南宁13个核心
城市医养社区布局，全面覆
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华中、西南、东北区域，成为
全国最大的高品质连锁养
老集团之一。

泰康养老社区落地广西南宁

完成全国十三城布局

专家门诊急速预约

尽显太平贴心服务

邮储银行东营市分行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中国人寿推出

国寿鑫享鸿福保险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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