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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5日讯(记者 张
夫稳 通讯员 崔洪波) 2日，招
商银行第四届“招银避险”金融交
易研讨会在大连举办，招商银行副
行长王良、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管涛和工商业界逾200名代表共同
出席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是

“汇市风雨共，盛业万舟同”，旨在
通过“招银避险”服务体系帮助工
商企业从容应对来自金融市场的
各种风险。

近年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
素频现；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股
市动荡不断冲击着全球经济，金融
市场风险凸显，国内工商企业应对
乏力，汇兑损失严重。据wind数据显
示，2018年上半年仅A股市场披露
汇兑损益项目的上市公司就有2575
家，汇兑损失总计高达152亿元。针
对众多工商企业的需求，作为银行
同业金融市场业务的领跑者，招商
银行审时度势，锐意创新，早在2015

年就率先推出业内首个帮助工商企
业应对汇率波动风险、“固盛业之
本”的金融市场交易业务专业服务
品牌———“招银避险”。目前，“招银
避险”的专业服务已为众多工商企
业提供了定制化的避险服务方案和
全方位的汇率管理策略。近期，招商
银行又及锋而试，探索更加高效的
业务流程和更加便捷的交易渠道，
开发了“招银避险交易平台”，平台
集金融产品交易、信息服务、风险管
理服务于一体，使企业用户能够足
不出户查询汇率信息、自助完成交
易、有效管理存续期业务，全方位为
企业客户汇率需求保驾护航，真正
体现了“打造最佳客户体验”的服务
理念。

据悉,金融市场交易业务是招
商银行“轻型银行”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8年1-9月，招商银行外币
期权交易量再创新高，达到1626亿
元，同比增加103%；人民币期权业
务、黄金做市业务、利率互换做市业

务排名均排在全市场首位。伴随自
营业务的大幅提升，招商银行金融
市场对客交易业务亦同步实现了交
易规模和交易客户双增长，今年1-9
月，招商银行对客交易业务规模为
1 . 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
服务企业交易客户3 . 9万家，同比增
长10%。

此次研讨会上，著名经济学家
管涛提出，外汇市场难以预测，市场
主体应不断培养和提高适应汇率波
动的能力，即以平常心看待人民币
汇率的涨跌，树立风险中性的金融
意识，同时做好货币敞口风险管理。
招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业务负责人
表示，为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未来

“招银避险”将立足实体经济，推进
流程优化，加快业务创新，以Fintech
为主导，融合个性化的专业服务优
势，破解企业在金融市场中遭遇的
难题，让更多工商企业在面对金融
市场的风云变幻依然能够行稳致
远。

企业汇兑及时雨

招招行行推推出出““招招银银避避险险交交易易平平台台””

本报济宁11月5日讯(记
者 张夫稳 通讯员 韩旭

曹阳) 2日，济宁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与兴业银行济宁
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
时为新开设的不动产登记兴
业银行便民服务点揭牌。今
后，济宁市民和企业也可以
在兴业银行济宁分行“一站
式”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和
贷款业务。

济宁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主任胡宪峰介绍，中心成
立两年来，通过强化业务培
训、优化工作流程、净化登
记要件、增设服务窗口等措
施，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办
事效率，业务办结时限已由

国家规定的30个工作日缩
短为 3个工作日。“截至目
前，已累计颁发不动产登记
证书、证明15 . 8万份，其中
抵押登记11万件，抵押融资
1490亿元，为全市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

两年来，个人住房贷款
等涉及融资的不动产抵押登
记业务占目前市区不动产登
记全部业务量的六成以上。
在不断增设服务窗口的同
时，济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还进行新的有益尝试，即将
抵押登记业务延伸到银行服
务大厅受理，分流申请人员，
让群众和企业在银行大厅也

能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
业务。

兴业银行济宁分行副行
长葛亮介绍，入驻济宁8年
来，该行现辖四家综合性支
行和三家社区支行，各项业
务均取得长足发展，截至9月
末，分行存贷款余额双双过
百亿。葛亮说，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在兴业银行济宁分行
设立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
务窗口，开通预购商品房预
告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不
动产抵押权登记及查询功
能，方便市民和企业在该行”
一站式“办理不动产抵押登
记和贷款业务，真正将便捷
获得信贷落实做好。

济宁不动产抵押登记再添合作银行

兴兴业业银银行行也也能能““一一站站式式””办办了了

济宁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侯成之、兴业银行济宁分行行长许家兴共同为不动

产登记兴业银行便民服务窗口揭牌。

本报济宁11月5
日讯 (通讯员 杨玉
建) 梁山县拳铺镇
土地确权后，当地农
民在民丰村镇银行
资 金 扶 持 下 ，牵 手

“互联网+”发展特色
农业种植，架起了增
收金桥。

拳铺镇土地确
权调动了农民种植
积极性，在县、镇扶
贫办引导帮助下，当
地借助“金融扶贫”
发展特色种植，并吸
纳贫困农民就地务
工增收脱贫。东后杨
楼农民杨宏祥在民
丰村镇银行资金扶
持下，投资60万元流
转土地400多亩，建起
了家庭农场，种植特
色 玉 米 、大 豆 和 小

麦，取得了明显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东前杨楼村农民杨
国振利用民丰村镇
银行资金流转土地
100多亩，全部种上良
种山药，利用网络发
布市场信息，根本不
愁销路。后张村农民
张凡春流转土地8 0
多亩全部种上观赏
苗木，利用网络发布
信息，石家庄、济南、
徐州等大中城市的
园林绿化前来购买，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目
前，拳铺镇特色农业
种植收入十分可观，
1000多名贫困农民实
现土地流转、农业务
工 ，走 上 脱 贫 致 富
路。

土地确权特色

种植助增收

中中国国人人寿寿推推出出建建司司7700周周年年特特别别纪纪念念版版产产品品
——— 国寿鑫享金生年金保险(A款)

2019年，中国人寿与国同
庆，即将迎来建司70周年。在
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人
寿隆重推出建司70周年特别
纪念版产品——— 国寿鑫享金
生年金保险(A款)。

据了解，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的前身是诞生于
1949年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1996年分设为中保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1999年更名为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2003年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并独家发
起设立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自2003年以来，中国人寿
连续16年入选《财富》世界500
强排行榜，2018年位列第42
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国内首家在纽约、香港
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保险公司，
是中国保险业的中流砥柱。70
年风雨洗礼，中国人寿始终牢
记守护时代梦想之使命，不忘
保障美好生活之初心，稳健发

展，诚信经营，努力建设国际
一流寿险公司。

中国人寿此次推出的国
寿鑫享金生年金保险(A款)
产品具有首笔生存给付高、
年金给付稳、满期给付早、身
故有保障四大优势。举例来
说，鑫先生(30岁)投保国寿
鑫享金生年金保险(A款)，选
择3年交，年交100000元保险
费，基本保险金额81150元。
在合同生效年满5个保单年
度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与

合同生效年满6个保单年度
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按
照合同约定，各领取特别生
存 金 5 0 0 0 0 元 ，合 计 领 取
100000元。自合同生效年满7
个保单年度后的首个年生效
对应日起，至合同保险期间
届满前，按照合同约定，每年
领取年金24000元，共计领取
8次，合计192000元。当鑫先
生生存至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的年生效对应日，可以领取
满期保险金81150元，本合同

终止。同时，鑫先生在合同约
定期内还享有身故保障责
任。

为满足客户多种需求，国
寿鑫享金生年金保险(A款)可
与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万能
型)(庆典版)、国寿鑫尊宝终
身寿险(万能型)(A款)和国寿
鑫尊宝养老年金(万能型)(C
款)产品组合投保，并可同时
投保多类型的附加险产品，从
而强化保障功能，真正实现灵
活配置，因需而变。(宗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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