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恒安标准人寿重磅
推出恒安标准恒爱睿赢终身年
金保险(分红型)，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新经济形势下的财富管
理方案。

恒安标准人寿于2003年12
月开业，总部设在天津，股东双
方为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和英国标准人寿
安本集团。截至目前，公司注册
资本为30 . 37亿元人民币，双
方股东各出资50%。公司机构
拓展覆盖全国，已设立天津、青
岛、北京、山东、江苏、辽宁、四
川、河南、广东、大连等10家分
公司，中心支公司、营销服务部

等销售机构达到70余家。作为
一家合资寿险公司，恒安标准
人寿一直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立
足市场，建立涵盖客户全生命
周期的保险产品体系，满足客
户在风险保障和养老等多方面
的需求。

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以
“公平对待消费者”的原则严格
审视产品和服务，并融入从设
计到售后服务的每一个环节，
使公司产品在市场上保持强大
的竞争力。恒安标准恒爱睿赢
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自上市
以来，广受客户好评，具体产品
特色如下：

恒安标准恒爱睿赢终身年
金保险(分红型)

保额分红 双重分红应通胀
本产品采用英式保额分红

方式，年度红利直接增加至保
险金额，且增加的部分也作为
以后各年红利计算的基础，使
得您身价逐年累积；在您年满
60周岁后，本合同项下的所有
终了红利将一次性转换成年度
红利，我们每月给付给您的养
老保险金也会相应增加，充分
满足您的养老需求，两种分红，
各有所长，有效应对通胀风险。

自选交费 定期返还年年享
根据您的财务安排，您可

以选择短至一次性交清、3、5
年，长至10、15、20年的交费
方式，自保险合同第5个生效日
对应日，至您年满60周岁后的
首个保险合同生效日对应日
(不含该日)前，您可以每年获
得一笔生存金；自您年满60周
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
(含该日)起，每月领取养老保
险金。

分段设计 养老生活更轻松
本产品在您60周岁之前每

年给付有效保额的12%作为生
存金，60周岁起每月给付有效
保额的2%作为养老金，分段设
计，充分考量您不同人生阶段

所需，有效解决养老储备。
累积生息 增值特性更突出
公司提供了生存类保险金

累积生息功能，您的每一笔生
存金都将按日复利方式累积生
息，在您需要时可随时领取，
同时助力资金增值。

注：本产品为分红型产品，
分红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内容
详询恒安标准人寿当地机构及
销售人员。产品内容参见：恒安
标准恒爱睿赢终身年金保险
(分红型)条款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
区泉城路17号华能大厦9楼
公司电话：0531-89083651

保保额额分分红红应应通通胀胀，，分分段段设设计计助助养养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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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中国光大银行济南分
行与山东省商务厅联合打造的省级
电商平台“山东·购精彩”正式上线，
商城延续光大“购精彩”省级特色电
商平台的“银政企”三方合作模式，
有效助力山东省名优特产通过互联
网走向全国，致力打造成山东省电
子商务的新名片。

作为“光大·购精彩”省级特色
电商平台之一，“山东·购精彩”通过
深度发掘山东地方知名品牌与贫困
地区农户特色产品，借助完善的互
联网电子商务体系带领山东名优土
特新产品走出山东、走向全国，持
续引导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电
商资源落地山东，间接推动地方互
联网经济的发展。此外，为积极响
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商城还将大
力推动“人人精准扶贫”运动，切
实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据悉，本着打造“真品、精品、名
品”的经营原则，目前“山东·购
精彩”商城共开设八大板块，210
款产品。平台板块分为鲁特养生：
阿胶等滋补养生类产品栏目；鲁特
生鲜：海参和烟台苹果等生鲜类产
品栏目；鲁地美食：扒鸡和烧饼等
山东特色美食栏目；鲁酒茶饮：啤
酒和玫瑰茶等酒茶栏目；匠心齐
鲁：陶瓷等文化特色栏目；鲁居家
纺：家纺类栏目；文化金：具收藏
价值的工艺栏目；精准扶贫：为展
销扶贫类产品的栏目。开业期间，
“山东·购精彩”电商平台将进行
送优惠券、限时抢购、乐享拼团、
买二赠一等多重活动，临近春节，
平台还推出福利集采项目，方便各
类企业集中采购。

“购精彩”电商综合解决方案模
式多样，“山东·购精彩”平台将银

行、政府、企业三方资源优势整
合，利用企方合作方成熟的电商运
营经验、银行系统内安全便利的
“e点商”金融工具等资源，帮助
优质企业和品牌通过互联网与消费
者直接对接。

在打造精品化网络商城、助力
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的同时，“山
东购精彩”更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山东·购精彩”延续“光大·购精
彩”系列电商平台创新打造的“电商
精准扶贫”模式，通过深度调研山东
省扶贫工作的现状和帮扶方式，创
造性地提出“人人皆可扶贫”的电商
扶贫模式，大力推进“人人精准扶
贫”项目建设。 （记者 张頔）

光大银行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携手山东推省级电商平台“山东·购精彩”

日前，记者从光大银行获悉，截至2017年10
月，光大云缴费平台当年新增缴费项目近1000
项，累计缴费项目已达2000项;缴费渠道增至240
余家，覆盖全国300余个主要城市，服务近8亿人
群;今年前三季度交易金额近600亿，平均每天交
易额2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今年以来，光大云缴费平台新增恒丰银行、浙
商银行、亿联银行、哈尔滨银行、江南农商行等合
作伙伴，累计签约金融同业伙伴数量多达39家，持
续向百姓提供愈加方便快捷的缴费便民服务。云
缴费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平台的缴费渠道将会
越来越广。

据了解，今年光大云缴费充分发挥自身的系
统优势及其子产品——— 收费托管平台与通用缴费
APP优势，推出党费云、物业云、教育云三个子平
台，通过子平台，党组织、物业公司、教育考试机构
等相关单位，只需简单的录入收费信息数据并上
传至光大银行，便可实现网络收费。

此外，光大银行同时提供相应的配套增值服
务，例如光大教育云在提供缴费服务之外，还将提
供报名、准考证打印、学费分期等服务，最大化程
度地为百姓生活缴费提供便利服务。

据悉，光大云缴费未来将会继续秉承开放、
共享的态度，打造容纳多种类型主体的开放型缴
费生态系统，让更多的企业主体、普通百姓享受到
便捷的缴费服务，助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助力普惠金融再树新里程碑

光大云缴费新增缴费近千项

12月3日，亚洲财富论坛会议暨山东运营中心
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活动由亚洲财富论坛山东
运营中心主席李德强主持。

亚洲财富论坛执行主席、秘书长韩剑锋，山东
省工商联副主席李承新，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
社交电商专委会主任、中国互联网+研究院副院
长姚广辉，山东省发改委创业投资协会秘书长熊
文政，山东省农业厅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徐建堂，济南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王金
销，亚洲财富论坛山东运营中心主任魏清慧、副主
任楚晓伟、山东地矿集团总经理张立新以及企业
山东东阿阿胶、山东百脉泉酒业等企业和媒体出
席。山东是一带一路重要省份，亚洲财富论坛将践
行一带一路、真正成为政府与企业的平台与纽带，
助力山东各行业开启财富新篇章。

李德强介绍，亚洲财富论坛山东运营中心成
立后，将下设会议论坛中心、亚财商学院、亚财金
融服务中心、文旅投资建设中心、全民运动中心、
大健康项目中心、丝路文化交流中心等七个职能
部门，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嫁接优质资源与投资项
目，为山东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李承新致开幕词，他说：
新旧动能转换企业唱主角、当主力，我们将提供政
策、服务、环境“三位一体”的强力支持，与企业携
手搭建合作共赢的广阔舞台。

(财金记者 薛志涛)

亚洲财富论坛
山东运营中心正式启动

文/片 本报记者 张頔

为提高和扩大山东银行业在全
社会的影响力和声誉度，进一步展
示宣传银行业践行社会责任、服务
民生、服务小微“三农”所取得的成
果，推动山东银行业更好地做好小
微、“三农”金融服务和履行社会责
任，省银行业协会于12月5日在济南
召开《2016年度山东银行业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暨“小微三农”优秀金
融产品表彰会。山东银监局党委委
员、副局长邢安锋出席会议并讲话，
山东省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张强
致报告发布辞。省金融办、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山东银监局等单位有关
负责人出席会议，山东省银行业协
会全体会员单位以及新闻媒体代表
近20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山东省银
行业协会秘书长郑浩主持。

山东银监局邢安锋副局长在讲

话中指出，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
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多方推动与努力
下，山东银行业认真贯彻国家和省
委、省政府的政策要求，积极发挥履
责主体作用，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扎
实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为山东经济
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动
能支持。要求山东银行业要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积极响应社会
公众对银行业的新期待，努力担当
社会责任，深入做好普惠金融工作。
强调山东银行业要突出主业，切实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持续注入金融新动力。
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下沉重心，大力发展普惠金
融。要加强责任管理，持续提升履责
能力。要强化行业自律，推动银行业
责任理念与责任文化建设。

山东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张
强发布了《2016年度山东银行业社

会责任报告》。《报告》汇集了山东银
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情况，展
示了山东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取
得的成效。张强专职副会长表示，希
望《报告》的发布，能够引领和促进
山东银行业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意
识、提升履行社会责任能力。他发布
的《报告》主要包括6个部分：一是深
化责任管理，将履行社会责任不断
融入自身战略及日常经营管理；二
是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国家和区域
发展战略；三是推进普惠金融，加大
对三农、小微、民生等领域支持力
度；四是持续优化客户服务，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五
是大力倡导绿色金融，推动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六是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他
希望山东银行业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不忘为民服务初
心，牢记服务实体经济使命，进一步
担当社会责任，响应社会公众对银
行业的新期待，积极为山东社会经
济发展贡献金融新动能。

会上，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农
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中国银行山东
省分行三家单位进行了社会责任管
理工作现场经验交流；招商银行济
南分行、齐鲁银行、北京银行济南分
行以视频短片、现场表演等多种形
式对优秀公益项目进行了生动展
示。同时，为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
用，宣布了山东银行业“支农支小”
优秀金融产品表彰决定。

山东银行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同时举行“小微、三农”优秀金融产品表彰会

近年来，山东银行业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持续提升
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
务力度，为客户提供创新
优质金融服务，取得了良
好成效。在此基础上，省银
行业协会编制了《2016年
度山东银行业社会责任报
告》，并开展了山东银行业
2017年小微企业和“三农”
金融服务产品评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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