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人民银行工作安
排，上海票据交易所纸质商
业汇票(以下简称纸票)和电
子商业汇票(以下简称电票)
交易融合项目已于2018年10
月1日-8日上线，2018年10月
8日起，纸票和电票的再贴现
业务全部通过上海票据交易
所的中国票据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交易系统)再贴现模
块线上办理。

记者在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了解到，10月11日，该行辖
内潍坊市中心支行成功通过
中国票据交易系统完成对招
商银行潍坊分行一笔电票再
贴现线上质押业务，共11张
票据，合计金额5640万元，期
限85天。这是山东首笔也是
全国首批通过该系统办理电

票再贴现线上质押业务。电
票线上质押改变了传统再贴
现业务的手工审核模式，对
提高再贴现资金使用效率，
优化再贴现工具管理，支持
小微企业票据融资，高效传
导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为顺利办理电
票线上质押业务，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加强与上海票交所
的联系沟通，商讨票据交易
融合后的业务流程，在研究
确定资料审批程序、提前维
护限额参数的基础上，指导
潍坊市中支提前配备硬件设
备和升级软件，及时做好交
易系统网络铺设、用户注册、
账户设置、受理关系维护、授
信维护等工作，确保交易系
统安全平稳运行。同时，该行

探索理顺电票线上质押操作
流程，鼓励再贴现办理经验
丰富的金融机构尝试新模
式，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加入
交易系统，督促金融机构打
通与票交所系统的连接通
道，并向其上级行申请获得
票据质押授权，及时维护再
贴现补充登记信息，确保业
务操作规范通畅。

目前，人民银行山东省各
市中心支行已全部完成交易
系统接入、用户注册、参数维
护等各项准备工作。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已对潍坊市中心支
行首次成功办理票再贴现线
上质押业务流程进行梳理，下
一步将指导和促进辖内全部
金融机构办理电票再贴现线
上质押业务。 (记者 张頔)

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已成
为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今年新
年伊始，通过构建全新的移动
金融生态体系，光大银行提出
了“一部手机 一家银行”的移
动金融发展策略，并加大科技
投入，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
需要。截至目前，光大手机银行
客户数量已突破4500万户，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目前，光大手机银行近期增
设“缴费账单提醒”功能，当客户
常用缴费有新账单产生时，光大
手机银行将自动推送缴费账单，
以便客户及时了解缴费信息；增
设“月度账单”功能，客户在“我
的”页面下即可查看每月的理
财、工资、资金往来、消费、缴费
五大模块的数据汇总。

据了解，在光大集团内部
业务联动的大背景下，光大手
机银行与集团企业——— 中青旅
加强合作，目前已成功对接中
青旅遨游网实现联合登录并增
加在线申请存款证明功能。

此外，光大手机银行
还提供了网点取号功能，
客户可以根据手机系统
定位选择网点及业务类

型，并可实时查看当前网点排
队人数进行预约，到达网点后
凭身份证或光大卡即可取号，
享受便捷的线下网点服务。

“阳光随心贷”是光大手机
银行重磅推出的智能数字消费
金融产品。该产品以整合多渠
道、多产品、多流程著称。客户
无需比对遴选公积金消费贷、
保险消费贷等众多融资产品，
即可实现融资产品的申请、审
批、放款、还款、查询的智能化
一站式办理。

为丰富客户手机银行登录
认证方式，提升手机银行的安
全性及易用性，光大手机银行
在原有基础上，引入刷脸认证
方式，搭建出安全、系统化的生
物识别平台。此外，光大手机银
行持续优化线上支付体系，增
设快捷支付管理功能，该功能
实现了快捷支付的线上一键绑
卡和快捷协议的查询、暂停、恢
复操作，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

(记者 赵婉莹)

额度高，三年赔
付近5亿元

自2015年中标玉林市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后至
今，太平人寿已为玉林市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赔付约12万
人次，累计赔付金额近5亿
元，并率先提出“大病保险精
准扶贫”理念，于2016年为玉
林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
大病保险赔付倾斜。

家住玉林北流的尿毒症
患者愈女士表示，以前做一次
透析要花500多块钱，基本医保
报销300多，自己还得承担200
多。但自从有了大病保险，每

次透析还能再报销100多块钱。
愈女士直言，报的多了，钱也
省下了，治病的信心更足了。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
太平人寿“大病保险精准扶
贫”政策再升级，贫困人口起
付线降低50%，赔付比例提高
10%，让更多贫困百姓能治大
病、敢治大病，共享保险保障
带来的好福利。

速度快，片刻就
能同时报销

除了辅助解决百姓经济
负担，太平人寿还在当地推
出手续十分简便的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

服务。也就是说，玉林市的参
保患者在市内医院进行出院
结算时，无需等待、无需垫
付，片刻就能同时报销基本
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方便程度可想而知。卓越
的管理服务能力，使得太平
人寿屡次在政府大病保险服
务工作考核中获得“优秀”
(最高等级)评级。

据介绍，太平人寿将在
中标后重点推进“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民政救助”的即时
结算服务，将玉林市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项目办成让参保
人员满意、社会满意、政府满
意的“三满意工程”。

(记者 张頔)

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记者
张頔)为推进区域金融生态

文明建设、打造信用城市建设
标杆、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10
月16日，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与
潍坊市人民政府在潍坊市联合
举办“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试
验区建设”合作备忘录签署仪
式暨山东省金融顾问团潍坊行
活动。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与潍坊
市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小微企
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合作备
忘录》，参会企业山东兄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小微企业
代表进行了诚信宣誓。分行党
委委员、工会主任王珏琰和潍
坊市副市长田民利出席活动，
潍坊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公共企
事业单位、28家潍坊市级金融
机构、15位省级金融顾问团成
员、21家省级瞪羚示范企业和
培育企业、42家省级“隐形冠
军”企业参加了活动。

来自省工行、省农行、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和人民银行济南

分行的金融顾问针对瞪羚企
业、隐性冠军企业的金融服务
需求，从信贷产品、外汇政策、
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方面进
行了政策宣讲。金融顾问与5家
瞪羚企业、隐性冠军企业进行了
现场互动交流，针对企业提出的

融资成本高、抵押担保不足、贷
款期限不匹配等问题提出可行
性金融服务方案与建议。

通过互动环节“一企一策”
的沟通交流，金融顾问为企业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针对被担保企业经营困难

带来的企业融资受限，金融顾
问给出通过债券转让的方式实
现融资接续。针对企业融资成
本较高的问题，金融顾问提出
通过跨境直贷和信用保理等实
现信用增进、降低利率的方案。
针对银行固定模板保函不能满

足需要的问题，金融顾问向企
业推荐定制保函业务，满足企
业个性化需求。互动环节后，金
融顾问团继续跟进现场瞪羚企
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的金融问
题，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金融
服务方案。

这次活动为“中小微企业
信用体系试验区”建设奠定了
良好基础，根据本次签署的合
作备忘录的内容，双方将本着

“资源共享、相互支持、探索发
展”的原则，发挥各自优势推动
各类政策资源的整合优化，促
进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和各类
征信业务先行先试。金融顾问
团活动畅通了银企沟通渠道，
提高了银企对接的广度和深
度，山东省金融顾问团省市两
级专家顾问团队将密切关注瞪
羚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等中小
微企业经营发展，深化对中小
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在助力山
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中继续发挥积极
作用。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与潍坊市政府联合共建

打打造造中中小小微微企企业业信信用用体体系系试试验验区区

山山东东首首笔笔电电子子票票据据再再贴贴现现
线线上上质质押押成成功功办办理理

额度高、速度快、共享保障福利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二二次次中中标标广广西西玉玉林林
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大大病病保保险险业业务务

在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积极
推动下，日前齐鲁银行发行绿色
金融债券的申请正式获得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发行额度60亿
元，齐鲁银行也成为山东第5家
获得绿色债券发行资格的金融
机构。截至目前，全省金融机构
已发行绿色金融债券8单、募集
资金140亿元，位居全国第4位，为
省内300余家重点绿色企业和项
目提供了专项信贷资金支持。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在齐鲁
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申请过
程中积极跟进指导，组织其就
债券发行的基础条件、资金规
划、使用管理等进行充分研讨
论证，帮助齐鲁银行成功取得
发行资格。

近年来，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将大力
发展绿色金融作为分行四大攻
坚战之一，通过绿色金融助推
全省绿色经济快速发展，特别
是通过推动发行绿色金融债券
为企业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
持。2016年，推动青岛银行作为
全国首家城商行成功发行绿色
债券80亿元；2017年以来，先后
推动青岛农商行、烟台银行、威
海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
绿色金融债券。绿色金融债的
成功发行有效增加了金融机构
支持绿色发展专项资金来源，
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推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
良好助推作用。 (记者 张頔)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推推动动发发行行绿绿色色金金融融债债券券

光光大大手手机机银银行行
让让美美好好生生活活触触手手可可及及

近日，太平人寿中标玉林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这是太平人寿第二次中标该项
目，意味着公司将于未来三年，为玉林市约550万城乡居民继续提供大病保险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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