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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平平安安荣荣登登《《福福布布斯斯》》全全球球22000000强强第第1166位位
居全球多元保险企业第一

2017年5月25日，美国《福
布斯》杂志发布了2017年“全球
上市公 司 2 0 0 0 强 ”排 行 榜
(Forbes Global 2000)。得益于
营业收入、利润和资产规模等
各项业绩的强劲增长，中国平
安连续第十三年入围该榜单，
排名较2016年提升4位，位列全
球第16位，全球多元保险企业
第一，并在中国内地入围企业
中排名第5，继续在中国保险企
业中位列第一。同时，在全球金
融企业排名中，中国平安名列
第10位。

《福布斯》杂志每年评选出
“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该榜
单被视为全球最权威、最受关
注的商业企业排行榜之一，排
名以营业收入、利润、资产和市

值的综合评分为依据。根据
2017年榜单，中国平安的营收
高达1066亿美元，利润95亿美
元，资产8010亿美元，市值为
1008亿美元。

《福布斯》表示，在过去12
个月里，2017年榜单中的中国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了2%至3 . 9
万亿美元，利润则下降了3%至
3680亿美元，但中国依旧是一
个强大的经济体。

2016年，中国平安实现了
持续领先市场的发展，营业收
入达人民币7,744 . 88亿元，同
比增长11 . 7%；净利润为人民
币 7 2 3 . 6 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 . 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为人民币623 . 94亿元，同
比增长15 . 1%；公司总资产约

人民币5 . 58万亿元，较年初增
长17 . 0%；偿付能力充足。在国
际金融市场动荡，国内金融行
业呈下行趋势的背景下，中国
平安坚持既定的经营战略，保
持了一贯以来的稳健增长步
伐，个人综合金融模式体现出
更强的竞争力和价值。

过去的一年，平安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升级完善“一个客
户、多种产品、一站式服务”的
客户经营模式，提升客户服务
和体验。截至2016年末，平安的
个人客户数达到1 . 31亿，通过
各项服务积累的互联网用户数
达3 . 46亿，APP用户2 . 33亿，用
户在各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迁徙
量达6,905万人次，平均每个互
联网用户使用平安1 . 94项在线

服务。2016年，集团个人业务实
现利润人民币408 . 29亿元，同
比增长29 . 5%，占集团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65 . 4%。
中国平安个人业务价值的稳步
提升，已成为平安价值增长强
劲的内生动力。

经过多年战略布局和孕
育，中国平安在核心金融公司
积极拥抱互联网的同时，互联
网金融公司各项创新业务实现
高速增长。截至2016年12月31
日，陆金所平台累计注册用户
数2 ,838万，活跃投资用户数
740万。通过陆金所平台交易的
资产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16
年零售端交易量15,351 . 63亿
元，期末零售端资产管理规模
达4,383 . 79亿元，继续保持行

业领先地位。平安好医生已累
计为1 . 3亿用户提供健康管理
服务，月活跃用户数峰值2,625
万，日咨询量峰值44万，继续保
持国内在线健康医疗第一入口
地位。

中国平安表示，从国内最早
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到全球领先
的综合金融集团，一路走来，中
国平安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
的大时代；得益于我们广大的客
户、股东的信赖与厚爱；得益于
始终坚守“在竞争中求生存，在
创新中求发展”的企业经营理
念。未来，中国平安将积极推动
核心金融业务与互联网金融业
务并行发展，全力满足客户全方
位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以更
好的成绩回报投资者。

烟台市水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当前旱情，呼吁市民爱水节水

三三次次调调水水保保证证居居民民用用水水需需求求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张

菁 )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自2014年汛后以来，烟台市降
水持续偏少。目前烟台旱情如
何？有关部门都做了哪些工
作？5月31日下午，烟台市水利
局召开媒体见面会，对烟台的
旱情、调引客水等工作作了详
细说明，呼吁市民爱水节水。

烟台市人民政府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肖模田
介绍，2014年10月至今的32个
月，烟台市年化平均降水量为
542毫米，较多年平均降水量
偏少20 . 7%。截至5月30日，全
市平均累计降水量76 . 5毫米，
较去年同期偏少49 . 4%，较常
年同期偏少33 . 1%。降水不足
导致地表蓄水未能得到有效
补充。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
烟台市汛期降水接近常年略
偏少，夏季平均气温可能较常
年略偏高。

从受灾情况看，目前受干
旱影响最重的还是农业生产
方面。截至目前，全市有159万
亩在田农作物受旱，其中重旱
面积 3 5 . 2万亩。在全市现有
273 . 4万亩果树中，受旱面积
1 1 9 . 3 万亩，其中重旱面积
12 . 55万亩。

针对上述情况，烟台打响
抗旱保供水攻坚战，市领导多
次前往旱情严重的海阳、莱
阳、牟平、福山等县市区现场
查看旱情、指导基层抗旱工
作。

肖模田介绍，水利部门多
措并举，有效保障了城乡供水
安全。市水利局先后10多次向
省水利厅提出全面调水申请，
通过积极争取，调水流量从最
初的1 . 8-2 . 2立方米/秒左右增
加到目前的4 . 3-4 . 8立方米/秒。

“从2015年开始，我市共
实施了3次应急调水，累计调
水量超过1 . 5亿立方米。”肖模
田介绍，第一次是2015年4月-
7月，调水3150万立方米。第二
次是2015年12月-2016年7月，
调水4616万立方米。第三次是
2016年9月至今，已调水7473万
立方米，有效缓解了当地城市
供水紧缺局面，保障了城市正
常运行和群众生活用水需要。

据介绍，为弥补市区城市
供水水源不足，今年2月3日水
利局及时启动了栖霞庵里水
库向门楼水库应急调水，历时
8 0天，总放水量 2 0 3 6万立方
米。此外，莱阳市紧急启动了
从栖霞市龙门口水库调水工

程；海阳市投资1亿多元，实施
了建新、石砚水库至才苑、南
台水库水系连通工程；招远、
莱州、龙口加快了中水回用工
程建设，建成后可利用中水5
万吨/日，招远、莱州等市还积
极挖掘水源潜力，每天利用矿
坑排水5000多吨，压减一般性
工业用水20%左右。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现
在每天的调水量基本保障了
市区及县域城市居民的用水
需求。”肖模田说，“下一步，我
们还会继续做好调引客水、旱
情监测工作。保障城市供水安
全，科学研判旱情发展趋势，
同时，我们将积极组织、协调
各级农业、林业等部门，及时
派出技术人员和专家指导群
众加强田间管理，合理利用现
有水源，引导农民及时调整种
植结构，降低干旱损失，挖掘
潜力，努力提高水源保障能
力，使有限的水源充分发挥效
益。”

水利部门呼吁，广大市民
应发挥爱水、惜水的优良传
统，进一步提高节水意识，尽
可能节约利用好每一滴淡水
资源，为更多人免受干旱之苦
尽一份力。

帮帮助助走走失失儿儿童童回回家家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员员工工彰彰显显社社会会正正能能量量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韶东
薛瑞) “真是太谢谢了，感
谢恒丰银行培养的好员工，
幸好有他的热心帮忙，不然
结果真不敢想象。”近日，山
东省烟台市民王女士来到恒
丰银行招远支行，送来感谢
信和糖果，感谢该支行员工
王炳强帮助她走失的孩子顺
利回家。

5月1 4日晚8点左右，
王炳强去招远市中医院看
望住院的亲属，途中遇到
一个小女孩独自一人蹲在
路边哭泣，王炳强立即上
前询问。在简单了解孩子
的情况后，王炳强立即拨
通了孩子母亲的手机，对
方 在 电 话 那 头 已 泣 不 成
声，在确认孩子安全后，孩
子 的 家 人 才 放 下 悬 着 的

心。王炳强在了解到孩子
还饿着肚子后，又主动买
来了晚饭，一边安抚孩子
情绪一边陪同等待。

原来，当天傍晚，10岁的
小女孩因琐事与家人发生冲
突，一赌气独自离家出走，到
城里找妈妈，结果却迷路了，
就出现了之前的一幕。为了
表示谢意，女孩的母亲王女
士经打听后找到王炳强就职
的恒丰银行招远支行，再次
当面感谢王炳强的热心义
举。

王炳强笑着说，作为恒
丰银行的一名员工，他只是
做了一件很普通的助人为乐
的事情，相信任何一个恒丰
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挺身
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恒必成 德致丰”的核心
价值观，传播正能量。

福福山山区区领领导导对对经经济济责责任任审审计计工工作作

提提出出具具体体要要求求

近日，福山区委常委、纪
委书记刘丰信同志到审计局
调研，就如何提高对经济责
任审计的认识，促进经济责
任审计健康发展提出具体要
求。

要求思想要统一，认识
要提高，共同努力，把经济责
任审计作为对领导干部监督
管理的重要举措来抓好。审
计部门既要突出重点，又要
统筹兼顾，重要事项必须放
到突出位置，审深审透，把存
在的问题查出来，不要怕伤
和气得罪人，这是对工作负
责，对人民负责，对领导干部
个人负责。

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
合，齐抓共管，推进工作。牵

头部门要主动开展工作，统
筹安排审计任务，聚焦重点，
保证审计工作顺利进行；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要相互配合
好，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各司
其职，通力协作，保证审计任
务按时完成；有关部门要支
持、理解和配合工作，自觉接
受审计监督，认真执行审计
决定，履行整改义务。

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各
部门一把手要带头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大力支
持区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纪
检、审计要健全联系机制，利
用好审计结果，实现结果共
享，运用到位，切实把福山区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提高到一
个新水平。

22001177东东亚亚国国际际食食博博会会明明日日开开幕幕
8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名优新特产品13000多种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牟建平 )

“2017第十二届东亚国际食品
交易博览会”将于6月2日在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盛装开幕，同
期举办“2017烟台·时尚辣妈精
品汇暨进口商品展”，来自国内
外的参展商5月31日已经开始
布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
基本就绪。

本届东亚食博会会期为6
月2日-5日，展览面积达2 . 8万
平方米，国际标准展位1200个，
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泰国、
俄罗斯、欧美及中国香港、澳
门、台湾等国内27个省市800多

家企业参展，展出名优新特产
品13000多种。

展示内容涵盖了进口食
品、港澳台食品；全国名优新特
食品；中华老字号、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糖酒副食品；休闲食
品；农林产品；水产品及海珍
品；肉类制品；冷冻调理食品；
营养方便食品；保健功能食品；
养生健康食品；粮油调味品；茶
业及茶文化；食品加工和包装
设备等16类食品和相关产品，
本届食博会将全面展示食品工
业发展水平，让参展商和专业
观众了解食品产业最新行业趋
势和动态。

烟台作为食品名城，本
届食博会张裕、龙大、东方海
洋、喜旺、安德利、盐业公司、
大沺等名牌企业集中亮相食
博会。

时尚辣妈展首次亮相烟
台，打造本地妈咪宝贝的盛会。
展会聚集了百余家展商，参展
产品繁多，来自荷兰、澳大利
亚、美国、日本、韩国等海外产
品约占总展品的40%，届时市
民将一站式采购来自世界各地
的母婴精品。

更多东亚食博会资讯，请
关注“东亚食博会”公众号(yt-
dys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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