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李
世顶）8月 18日，记者从中原证券获
悉，在该公司的支持下，濮阳市投资
集团已于日前成功发行“2017年濮
阳市投资集团停车场建设专项债
券”（下称“17濮投专项债”），募集资
金规模为8.5亿元。

据悉，中原证券为“17 濮投专
项债”的主承销商，该专项债券的
期限为 7年，票面利率 5.18%，所筹
资金将用于濮阳市停车场项目建
设，建成后将大大缓解濮阳市的停
车压力。

目前，“17濮投专项债”在银行
间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双市场公
开发行后，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高度
认可，申购总量高达42.90亿元，申
购倍数超过5倍。

“‘17濮投专项债’的成功发行，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市场对濮阳
市乃至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认可。”
中原证券董事会秘书徐海军表示。
截至目前，中原证券作为主承销商，
已经与濮阳市投资集团先后4次进
行过成功合作，累计募集资金达
24.5亿元。⑦5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8 月 16
日，记者从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
获悉，继此前预付首笔1000万元赔
款后，该公司针对京昆高速安康段
特大交通事故的第二笔 1000万元
赔款已预付至投保人账户。

经排查确认，事故客运大巴在
太平洋产险河南洛阳中心支公司投
保了交强险和道路承运人责任险，
其中，承运人责任险每座每次限额
50万元，累计限额2550万元。

8月 11日 7时许，太平洋产险
河南分公司接报案后即刻进行承保
情况确认，第一时间启动大案预报
流程。太平洋产险总公司启动大灾
应对预案，多层级、多部门应急工作
有条不紊展开：总、分、支三级大灾

应对小组即刻成立；事故发生地处
陕西，太平洋产险陕西分公司受命
召集应急小组，并分别派出安康市、
户县两组查勘人员赶往事故地点，
并前往伤者所在医院争取探视；总
公司非车险理赔骨干及河南分公司
工作人员组成的应急小组成员从上
海、郑州、洛阳、天津等各地向西安
集结；从11日晚 9点到 12日凌晨 2
点，总、豫、陕各路人员连夜部署事
故处理方案；产险河南分公司财务
部与总公司财务部加紧沟通，大灾
预付赔款第一时间准备到位。同
时，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陕西分
公司与当地政府、监管机构紧密配
合，协助开展维持灾情稳定和大灾
安置工作。⑦5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通讯
员 王一川）记者8月 18日获悉，为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展现
保险从业人员精神风貌，促进河
南保险业内书画爱好者之间的学
习与交流，河南省保险学会于日
前正式启动喜迎十九大书画展征
集活动。

据悉，本次大型书画展征集活
动自 8月 14日开始至 9月 15日结
束，征集活动期为一个月。作品类
型为毛笔书法与绘画艺术作品，内
容要求为紧紧围绕喜迎十九大召

开，保险业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
化解经营风险、深化保险体制改
革，充分体现保险业发展成就以及
积极向上的书画作品。对参赛作
品，河南省保险学会将组织专家评
审组评选，对荣获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的作品，除给予相应奖励
外，将在 10月中旬进行集中展览，
部分优秀作品还将推荐至《河南保
险》进行刊登，展现保险业在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提升河南保险业在社会上
的影响力。⑦5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冯张伟

8月18日，河南银监局在郑州召开
河南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联合中国
银行河南省分行和中原银行两家机构，
共同介绍了河南银行业深化改革创新，
全力支持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发展的相关情况。

借鉴成功经验 强化政策扶持

河南自贸试验区挂牌后，河南银监
局通过借鉴已有自贸试验区银行业监
管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结合河南自
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和建设特色，制定
并印发《河南银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工
作的二十条措施》(下称“二十条措施”)
和《关于简化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内银行机构和高管准入方式的实施
细则》（下称“实施细则”）两个文件，从
制度层面形成了河南银行业支持自贸
试验区建设发展的总体框架，明确了自
贸试验区内银行业改革发展创新的着
力点和落脚点。

“二十条措施”涵盖了精简下放监
管权力、丰富完善机构体系、增加有效信
贷支持、拓展金融服务功能、加强风险监
测预警等五个部分，涉及银行业开放创
新的诸多方面，包括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入区发展、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鼓励发展科
技金融和绿色金融、鼓励开展跨境投融
资服务和离岸业务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二十条措施”
按照河南自贸试验区“两体系一枢纽”
的战略定位，提出了支持物流和供应链
金融创新——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依
托交通物流枢纽建设，集成大数据平
台，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创新。支
持金融租赁公司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
项目公司开展飞机、工程机械、大型设
备等融资租赁业务，精准对接现代立体
交通体系、现代物流体系、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的金融需求。

此外，“实施细则”则在中国银监会
政策范围内，最大程度简化程序，下放行

政许可权限，从机构准入、高管准入等方
面着手，简化自贸试验区内银行业金融
机构准入方式，同时进一步做好放管结
合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提升服务效率 创新金融产品

在河南银监局的支持下，全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不断加强与总行的沟通协
调，积极争取机构网点、管理权限、业务
创新等方面的支持，不断提升自贸试验
区机构准入效率。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将自贸试验
区范围外的紫荆支行迁入区内，并更名
为自贸试验区支行。中国银行河南省
分行着力打造自贸试验区三级服务体
系，将位于郑州片区的大型综合性支
行升格为郑州自贸试验区分行，并在
郑州、洛阳、开封 3个片区挂牌成立 4
家自贸试验区业务专业服务机构，为
区内企业提供“一站式”配套金融服
务。中原银行在自贸试验区设立了 7
家分支机构，并将进一步打造自贸试
验区特色经营机构。

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精髓，
为支持区内企业的发展，全省银行业
多措并举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创新和

尝试——
例如，主要承担郑欧班列的运营业

务的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随着其业务的扩展，大量的小额高频汇
款占用了企业较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为提高处理效率，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为其设计了批量汇款预处理系统+中银
全球智汇产品（GPI）创新服务模式，按
每次平均30笔业务计算，通过批量汇款
预处理系统，每次可节省业务处理时间
约 4个小时，业务处理效率大幅提高。
截至目前，该行已为区内企业开立账户
221家、办理跨境结算 293亿元、融资
141亿元、发债5亿元、资金池业务13.7
亿元、备案外币资金池1家。

中原银行积极实现与综合保税区
电商平台的系统对接，为跨境电商提供
更好的支付结算服务；尝试利用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成果，为
客户提供集现金管理、在线供应链金
融、票据池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构建“结
算+融资”的贸易金融综合产品体系，
已累计为自贸试验区客户办理贸易融
资 4亿元；通过推出“商行+投行”“股
权+债权”等投行化产品，为新型城镇
化建设等项目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已累
计为区内相关企业提供融资超 100亿

元。此外，中原银行还成功为自贸试验
区客户办理了国际汇款4500万元人民
币；进口信用证 3亿元人民币；贸易融
资1145万元人民币。

此外，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积
极加强业务创新，实现我省飞机融资租
赁业务“零突破”。交通银行河南省分
行积极争取总行离岸中心支持，利用自
贸试验区内支行的平台优势，成功为某
企业办理离岸结算业务，打造了省内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结算平台。平安银
行郑州分行开立自贸试验区特色同业
往来账户，与境外同业特别是中资行海
外分行合作，积极尝试开展人民币贸易
融资资产的跨境转让。九鼎金融租赁
公司、洛银金融租赁公司均设在自贸试
验区内，并为区内企业提供便利化的金
融服务。

“下一步，河南银监局将继续引导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和产品创新，
同时学习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的创新
包容监管机制，为自贸试验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提供富有弹性的监管政策，建立
个案先行先试的平台，适当提高对创新
业务的风险容忍度，消除金融创新中的
制度性障碍。”河南银监局有关负责人
说。⑦5

河南银监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金融创新助力自贸试验区建设

河南省保险学会启动
喜迎十九大书画展征集活动

濮阳成功发行
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8.5亿元

针对京昆高速特大交通事故

太平洋产险预付第二批赔款

保险救援有了新方式

我省加快发展直升机救援服务
□本报记者 赵力文

遇到紧急情况，可呼叫直升机空中
救援，日前，中国人保携手金汇通航正
式推出了这项服务。8月15日，中国人
保财险河南省分公司联合省政府金融
办、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安全监管
局、省卫计委、省应急办、河南保监局、
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120
急救中心等单位，在郑东新区CBD如
意湖文化广场联合举办“防灾减灾 立
体救援”启动仪式，现场模拟演练空中
救援，与广大市民共同见证直升机救援
服务项目启动。

据介绍，金汇通航是中国民航局
批准的甲类通航公司，中国人保携手
金汇通航与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
开展合作，年底前计划投入 3 架直升
机用于常态化急救医疗服务。郑大一
附院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在院区增
加直升机机库、急救绿色通道等硬件
设施。

弥补河南保险空中救援
空白

“飞行救援作为我公司向客户赠送
的增值服务，对客户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人保财险河南分公司车辆保险部
副总经理郭波说，生命救援有黄金时间
之说，发生突发意外，如能及时得到医
疗抢救，将大大减少死亡率，保全客户
生命。

据介绍，为全面落实《国家综合防
灾减灾规划》，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
健全河南省立体救援体系，全面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中国人保财险河南省
分公司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整合金汇通航直升机救援和协作
医院的专业力量，着力打造“地空结
合、多方联动”的立体救援网络，填补
河南保险空中救援空白，以实际行动
为危重病人搭建“空中救命线”，助力
我省空中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实现保
险服务的提档升级。同时，中国人保
还将积极推动商业化航空救援在我省
的普及，突破当前交通事故发生后单纯
依靠社会公共医疗机构对伤者实施救
援的传统方式，借助保险的经济补偿与
社会风险管理职能，实现商业化救援和
社会公共救援的有机结合，增强社会力
量参与全省防灾减灾的能力。

郑州已有 3架直升机用
于医疗救援

随着经济发展和低空开放，全国不
少省会城市已经实现了空中医疗救援，
郑州也不例外。

据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主任乔
伍营介绍，郑州目前有2家通用航空公司
提供空中医疗救援服务，可供使用的有
广东白云通航的2架飞机和金汇通航的
1架飞机，金汇通航年底前若达到3架，
到时就能有5～6架飞机供救援使用了。

据了解，郑州市采取PPP模式，吸
纳社会资本承担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公
共危机应急救援，如高速公路重大车

祸、水灾、火灾等，需要异地救援时可以
最快速度到达事发现场。在天气条件、
空域管制允许下，当急救车无法到达
时，都可以考虑飞行救援。

“每个医疗单位都建停机坪也不现
实。”乔伍营说，目前解放军153医院、省
人民医院、郑大一附院、郑州市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均有停机坪可供使用。未来
将根据郑州市发展再规划新的停机坪，
同时体育场、学校操场、城市广场也都可
以作为临时停机坪，一旦需要降落，可与
110联动，做好人员疏散和救护车接机。

用于院前急救，也可用
于院间转运

“直升机的速度快，不受地面障碍影
响，另外病人也免受颠簸。”上海金汇通用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区总经理龚兴华
说，救援时空域管制是比较宽松的，可以边
飞边报。直升机空中救援可以用于院前急
救，也可以用于院间转运。前不久，他们就
用直升机从平舆县人民医院转运一名病人
至武汉同济医院，用时1小时40分。

据介绍，在身体受到突发伤害的院
前急救情况下，7大类、34种适应症适
合开展空中救援。7大类、37种病症则
适合通过直升机转运。

龚兴华表示，目前他们用的直升机
是意大利生产的阿古斯特AW119型直
升机，每架价格3800万元，每小时飞行
综合成本4万元。改装成医用飞机后，每
架飞机配备6名机务人员，已经投入使用
1架。明年上半年，该公司计划在我省增
配飞机至6架，覆盖洛阳、南阳、驻马店、
商丘、濮阳等省辖市。⑦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徐
祎）8月 21日，记者从中国银行河南
省分行获悉，该行日前成功为供应
链融资业务重点企业华润河南医药
有限公司（下称“华润河南”）办理了
首笔在线销易达业务。这标志着该
行在线供应链融资业务已具备线上
投产条件，正式打通了上、下游企业
供应链融资的双渠道。

据了解，在线融资业务是当前
金融业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各
家金融机构及电子商务平台纷纷抢
占的新阵地。华润河南作为全省规
模最大、市场份额最高的医药商业
企业，其上、下游经销商数量众多、
融资需求旺盛。华润河南依托自身
核心企业地位为上、下游经销商提
供融资便利，并使用电子化手段简
化业务处理流程、提高融资效率、节

约人力成本的需求十分强烈。
针对华润河南的实际需求，中

行河南省分行多部门联合该行郑
州花园支行成立工作组，针对企业
业务笔数多、金额小等特点，为其
量身定制产品模型和业务模式。

“企业通过自身ERP系统提交融资
指令，由银行进行在线审批及放款
操作，减少了企业的办理成本，带
来较好的客户体验。企业订单信
息通过系统对接实现不落地传送，
保障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了银行
资金的安全风险。银行为企业提
供便利金融服务同时，帮助了企业
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协作互通，
实现银行信贷资金真正流入实体
经济。”谈及在线供应链融资的特
点，中行郑州花园支行行长刘宝琴
表示。⑦5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首笔在线供应链融资业务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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