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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聚焦

《金融周刊》由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与河南日报联合主办

业界传真

农行河南省分行：

丰富社保卡金融功能方便百姓生活

省农业农村厅与中原农险签订合作协议

乡村振兴有了金融综合服务商

重点关注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杜红涛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科
技的进步，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也随
之发生深刻变革。兴业银行郑州分
行秉承以客户为中心、服务实体经济
的经营理念，全方位整合渠道、产品
及服务，向企业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
案，为企业成长助力。

提起交易银行业务，可能很多老
百姓对它的名字比较陌生。实际上，
交易银行业务是一项“接地气”的业
务，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兴业
银行郑州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王
剑锋说，目前，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可
以为客户提供包括支付结算、现金管
理、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
等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为客户
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的过程中，该
行坚持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
户为中心”，为客户需求“量体裁衣”。

为了解决银行对小微企业“不敢
贷”“不愿贷”的难题。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将供应链金融作为服务中小企

业的新探索，依托供应链条内真实交
易背景和资金流向，从应收账款、订
单、票据等多种交易信息入手，有效
解决了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融
资难问题。供应链金融，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供应链条中，以核心企业为出
发点，为供应链条中的成员分别提供
金融支持，打破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融
资瓶颈。

目前，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围绕医
药、建筑、装备制造、汽车等重点行
业，灵活运用兴享票据池、银票贴现、
商票融资、国内信用证、国内保理等
融资产品，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解决核心企业上下游中小企业客户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革新，银行的服务模式也
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没有哪两个企
业客户是完全相同的，需要银行依托
企业属性，量身定制产品方案。”王剑
锋说，在数字化时代，交易银行亟须
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
心”。对于服务企业现金管理、贸易
融资等，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体
验。⑦5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赵
亚玲）“住院免押金，出院即领赔款，
泰康把服务做在了前面。”12 月 11
日，焦作市民李女士对泰康人寿推
行的健保通免押金服务赞不绝口。
据了解，泰康人寿深挖理赔触点，推
动理赔服务再升级，实现了客户住
院免押金，同时升级赔后健康管理，
为慢病客户提供全天候专家在线诊
疗和指导。

作为泰康人寿打造的特色服务
品牌，康乃馨理赔服务融合院中探
视、手机理赔、健保通直付、重疾先
赔、赔 后 慢 病 管 理 诸 多 环 节 于 一
体。其中，健保通直付式理赔，是泰
康人寿在保险行业内率先推出的商
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的商保
直赔创新理赔模式。该模式通过与
医院系统对接，将传统健康险理赔
流程由事后申请变革为事中审核、
实时赔付，实现“足不出院，一站式

理赔服务”。截至目前，泰康人寿河
南分公司健保通合作医院达 143家，
遍布全省 17个地市。

住院免押金是泰康人寿健保通
直付式理赔服务的再次升级，客户
入住健保通合作医院后，通过微信
报案、提交免押金申请，公司审核通
过后，即可享受住院免押金服务，极
大缓解了就诊期间筹措押金的压
力。

此外，泰康人寿还积极探索理
赔后的慢病健康管理服务，整合集
团内外部医疗资源，将“赔后慢病管
理服务”大升级。升级后，客户通过
微信在线问诊形式，由泰康人寿甄
选的全国医疗专家一年内无限次为
慢病客户提供 7×24小时交流平台，
在诊疗建议、用药指导、报告解读、
健康咨询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及建
议，真正推动高品质的健康服务惠
及千家万户。⑦5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沈春
梅 李建欣）即日起，我省近 1万名检疫
人员穿上了“保险防护铠甲”。12月 16
日，记者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原农险”）获悉，该公司向省动
物卫生监督所的所有检疫人员，捐赠了
总保额为17亿元的综合保障保险。

中原农险总经理姜华介绍，当前我
省正在积极稳定生猪生产，全力保障市
场供应。动物卫生监督所是防控疫病、
维护卫生安全的桥头堡，为保护一线检
疫人员，推动我省生猪养殖产业转型升
级，中原农险积极组织开展了本次捐赠
活动，“此次捐赠也是‘畜牧+保险’的重

大创新尝试，将对我省近 1万名检疫人
员的人身伤亡、医疗费用、传染病责任、
急救费用等给予全方位的保障。”

据介绍，动物卫生监督检疫人员在
防疫检疫工作过程中，会出现被牲畜踢
伤、咬伤等意外事件以及因接触牲畜感
染人畜共患病的情况，迫切需要精准的
保险以保障安全。

省畜牧局党组成员、省动物卫生监
督所所长周辰良表示，中原农险为奋战
在检疫一线的工作人员筑牢了一道安全
屏障，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以实际行
动助力了全省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卫生
监督体系建设。⑦5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杨志勇 姚大顺

“多亏了农行的服务好，用俺的
社保卡就能转账汇款、买理财、办贷
款。”12 月 16 日，漯河市民周先生
说，“现在，出门带一张社保卡就够
了。”

农业银行河南分行发挥服务网
点多、覆盖范围广、与城乡群众联系
密切的优势，发挥“线上+线下”数字
化服务能力，让社保卡的金融服务
更丰富，让百姓的生活更方便。截
至今年 10月末，该行社保卡发行总
量居当地四大行首位，活跃客户达
528万户，连续两年增量突破 100万
户，社保卡客群锁定存款、理财、国
债等金融资产超过千亿元。

农行河南省分行积极与人社部
门对接，精准分析客群结构，以人社
部重点推进的 103 项社保卡应用为
切入点，“线上+线下”为百姓服务

“量体裁衣”，实现社保功能与金融
功能融合。为更好地服务百姓，该
行开辟社保卡服务窗口 741个，补换
卡窗口 101 个，百姓办理补卡、换
卡 ，在 银 行 的 营 业 网 点“ 一 次 办
妥”。截至目前，已通过社保卡发放
养老金县区 42个、乡镇 182个、行政

村 3768 个，覆盖人口 139.4 万人；已
启用社保卡进行医保功能应用的县
域 34个、覆盖人口 473.2万人。

为了方便百姓，当前农行河南省
分行积极推进社保卡场景建设，采取

“内强产品、外拓渠道、提质增值”为
参保用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配合政府智慧城市建设，推进“社会
保障卡市民卡”共建项目；整合医院
诊疗卡、校园卡、公交卡、业主卡五大
应用场景，让社保卡在医疗、教育、出
行、居住领域的功能更强大。目前，
该行在兰考县第一人民医院率先引
进市民卡智慧医疗应用场景。为丰
富“电子社保卡+掌银”线上场景，该
行加强线上就医购药支付结算、线上
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建设，充分发挥
支付结算上的优势，盘活存量社保卡
137余万张。

在发放激活社保卡过程中，该
行将社保卡作为服务“乡村振兴”
战 略 的 重 要 产 品 ，与“ 惠 农 e 付 ”

“惠农 e 商”“惠农通”等产品和平
台结合，让用户能够享受到便捷的
贷款服务。此外，该行着力改善客
户服务体验，重点做好社保卡存量
客户代收代付、网捷贷、掌上银行
等产品的交叉营销，切实延伸社保
卡服务链条。⑦5

中原农险向全省动物卫生监督
检疫人员捐赠17亿元保险保障

泰康人寿

升级理赔服务住院免押金在豫上线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沈
春梅 李建欣）12月 16日，省农业农
村厅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原农险”）签订“服务
乡村振兴暨生猪保供稳价综合金融
合作协议”，保险机制将作为三农风
险管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扶
贫攻坚的重要工具，被纳入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的政策工具箱，为我省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近年来，我省农业保险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保险品种不断增加，保
险覆盖面和参保农户数显著提高。
去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
45.7亿元，居全国第二位；各类险种
投保率进一步提高，以育肥猪保险
为例，全省逾 3600 万头育肥猪参
保，覆盖率近60%，承保数量居全国
第一。农业保险的“稳定器”“缓冲
器”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申延平表示，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离不开金融领域的大力支持，
随着我省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市场化程度、产业化水平不断提
升，迫切需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进
行改革，在提升新农业主体对保险
工具使用能力的同时，在供给侧，
更需要农业保险不断创新发展，出
台更多适合“三农”发展的保险品
种。

本次合作，中原农险将聚焦哪
些领域发力？中原农险党委书记、
董事长毕治军介绍，中原农险将聚
焦粮食安全、四优四化、人居环境、
农村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重大项
目，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经济补偿、
防灾减灾、融资增信、社会管理等方
面的职能，全力打造农村金融综合
服务商，利用保险的杠杆机制发挥
财政资金效能，推动金融服务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特色农业、农
民民生保障等领域倾斜。

据介绍，中原农险将围绕助力
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推进全
省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保险
覆盖面不断提升，并开展水稻收入
保险及大豆“保险+期货”试点等。
围绕服务高标准良田重点建设，将

试点开展耕地地力指数、农田水利
设施、农田道路工程、农田灌溉断电
责任险种等。此外，还将围绕服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广
特色农业保险，稳步推进农业保险
产品保物化、保价格、保收入的升级
换挡。

围绕生猪保供稳价，中原农险
将采取一揽子保险金融服务，如试
点疫苗兽药综合保险、种猪和仔猪
保险、观察猪保险、活体运输和冷链
物流保险、生猪价格保险等，按照产
业兴旺要求，实现养殖、屠宰、加工、
流通、消费等全环节有效融合。

仪式上，中原农险还联手中原
银行与鑫欣牧业、裕嘉集团签订合
作协议，以“保单融资”新模式为农
牧企业带来全方位金融保障，并与
牧原集团、正大集团等签订了全面
生猪保供稳价“一揽子”综合保险服
务项目合作协议。⑦5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杨志勇 陈静

隆冬时节，农行河南省分行 23楼
会议室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大家争
相表决心、摆举措，扛好脱贫攻坚责
任。“作为信阳分行脱贫攻坚第一责任
人，我尽职履责，扎实开展工作，现就
我行 2019年的扶贫工作进行述职，敬
请大家评议”。一场别开生面的年度

“大考”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近日，农行河南分行开展市县行

党委书记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评
议，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创新举措，压实责任，
传导压力，对18家二级分行和53家扶
贫重点县支行党委书记进行现场评议
考核，推动全行扶贫工作任务高质量
完成。

现场述职点评，“看一
看”责任落实

3 家二级分行和 6 家扶贫重点县
支行党委书记作为代表，走上讲台、现
场述职。“谈一谈你对金融扶贫工作的
认识？”“如何保持扶贫工作不松劲、不
懈怠”“如何结合当地产业做好金融扶
贫？”“你行的工作短板有哪些？如何
提升？”河南分行党委书记和班子成员
根据述职情况，逐一点评，现场提问。
望闻问切，有的放矢、一针见血，全面
考察“一把手”履行脱贫攻坚“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情况，深入“盘点”金融扶
贫工作质量。以述出责任和压力、述
出动力和实效为目的，促使各级行党
委书记履行好主体责任，落实好精准
扶贫。

严格评价标准，“比一
比”任务完成

为进一步增强述职评议工作的规
范性、科学性，从政治责任、工作谋划、
业务进展、问题整改、模式创新等五个
方面对党委书记履责情况进行全面考
核。在政治责任上，重点评议贯彻中
央、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精神及脱贫攻
坚决策部署落实情况，脱贫攻坚主体责
任履行情况。在工作谋划上，重点评议
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机制建立及倾斜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在业务推进上，重点
评议扶贫重点县贷款、精准扶贫贷款、
扶贫小额贷款、定点扶贫等各项目标任
务完成情况。在问题整改上，重点评议
内外部各类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在模式创新上，重点评议产品创新、模
式推广情况。通过摆擂台，大比武，找
差距，有效防止了述职“虚空飘”的问

题，营造出“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火
热氛围。

坚持问题导向，“查一
查”工作短板

二级分行、县域支行党委书记履行
脱贫攻坚责任述职评议是一次严格的

“政治体检”，党委书记在总结经验的同
时，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原
因，以扎实的举措，认真抓好工作落
实。该行根据述职中提出的突出问题
和业务短板，逐项建立工作台账，实行
挂图作战，确保述职评议取得实效。农
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董玉华强
调，各级行党委书记对脱贫攻坚要不松
劲、不停步、再出发，积极对接政府部
门，大力支持精准扶贫贷款投放，以多
种形式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以硬碰
硬的作风解决突出问题，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任务清零、问题清零。

强化考核运用，“激一
激”工作动力

此次述职方式采取现场述职和书
面述职两种形式，农行河南省分行办公
室、三农事业部“两部七中心”主要负责
人根据现场述职、书面述职、任务完成和
平时掌握的情况，进行打分评价。根据
各评委综合得分加权，对二级分行、扶贫
重点县支行评议结果实行强制分布，分
为“好”“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级。
把述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评价行党委书
记的重要依据，对扶贫工作不用心、投入
精力少、“只踩油门不挂挡”的，该通报的
通报，该诫勉的诫勉，该调整的调整，绝
不姑息迁就，树立鲜明工作导向。

参会市县行党委书记纷纷表示，
这场述职评议会，硬碰硬、实打实，敢于
揭短亮丑，让人红脸出汗、获益匪浅，进
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下一步
扶贫工作的重点和任务把握得更准确
了，要切实做到绷紧思想不松懈、落实
责任不松劲、紧盯目标不放松，坚持苦
干实干，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今年以来，农行河南省分行围绕
省委省政府和总行脱贫攻坚工作部
署，压实“三级”党委责任，坚持产业扶
贫和精准到户“双轮”驱动，实施“五
专”机制保障，加大扶贫信贷投入，取
得良好成效，为脱贫攻坚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截至2019年 10月末，全行精
准扶贫贷款、扶贫贷款、消费扶贫任务
均提前超额完成总行年度计划。38家
国定贫困县支行和 4家深度贫困县支
行贷款增量分别为 74.2 亿元和 11.67
亿元，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行平均水平
13.76个和27.52个百分点。⑦5

农行河南省分行：

创新举措压实“一把手”脱贫攻坚责任

中原农险联合中原银行与我省农牧企业签订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李文波 摄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邹诗歌）12月 16日，中原银行在全省
首家小微支行——中原银行郑州龙
湖小微支行正式开业。

在开业仪式上，中原银行郑州分
行与郑州市工商联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约定为会员企业提供总金额不低
于 100亿元的融资支持，共同助力中
小微企业发展。此次小微支行成立

以及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是该行深入
服务中小企业、打造小微专业服务品
牌的又一重要举措。

下一步，中原银行郑州分行将坚
决贯彻落实关于支持民营和小微企
业发展的重要精神，进一步密切银企
合作，探索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新模式，为更好地纾解民营小微企
业融资发展难题贡献力量。⑦5

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行平均水平

13.76和27.52个百分点

中原银行与郑州市工商联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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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河南省分行精准扶贫贷款、扶贫贷款、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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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家国定贫困县贷款增量 74.2亿元

4家深度贫困县支行贷款增量 11.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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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河南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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