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第7个扶贫日，以及
第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到来之
际，农行济南分行组织多项活
动，切实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济南分行组织辖属支行分
管行长参加了济南市“牢记嘱
托 决胜脱贫 振兴乡村”宣
讲活动。山东省妇联兼职副主
席、济南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
溪村党委书记高淑珍为宣讲团
长的7位宣讲团成员汇报了各
自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东西
部扶贫协作所做的工作，讲述
了广大第一书记、扶贫企业带
头人及大学生村官及社会各界
带领、组织群众脱贫致富的典

型事迹。农行与会人员深深被
扶贫一线领头人和参与者传递
的正能量所感动，切实感受到
党和政府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
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
心，增强了继续做好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工作的信心。

10月16日上午，济南分行
辖属的市中支行负责人带队来
到济南魏家庄街道办事处，开
展金融扶贫进社区活动。详细
了解了社区扶贫对象的金融需
求，介绍了农行金融扶贫和乡
村振兴优惠政策及产品，并到
该社区2户贫困户家中进行走
访慰问。

10月17日，济南分行辖属
的长清支行联合长清区金融
办、扶贫办共同到马山镇杨土
村开展贫困户慰问活动，与村
委班子成员、第一书记、农村党
建服务队成员座谈，并走进重
点贫困户家里，了解生活情况，
送上米面等生活用品。

前期，济南分行负责人还
到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
吴家村开展金融扶贫进乡村活
动。活动中，农行工作人员向街
道管区负责人和村支书介绍了
农业银行金融扶贫和乡村振兴
优惠政策，以及富民生产贷、强
村贷、金穗惠农贷等特色贷款

产品，并到该村2户贫困户家中
进行走访慰问。济南分行辖属
的天桥支行联合济南天桥区相
关部门对天桥区贫困户开展慰
问活动，为桑梓店街道办事处
辖区内46户贫困户送去了米面
油等生活用品，并表示将以助
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重点项
目建设为切入点，坚决履行农
业银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
治责任，深入践行服务“三农”
国家队和金融扶贫主力军的职
责使命，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贡献农行力量！

(陈东林)

中国人寿作为中管央企
和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金融保
险集团，紧密围绕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保障国计民生，提供
全方位、高质量的保险保障服
务，在支持稳定大局、服务社
会民生、助力脱贫攻坚、实现
全面小康的道路上，担当重
任、砥砺前行。

中国人寿济南公司作为
中国人寿在济南市场上的寿

险分支机构，紧跟上级公司
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
业的政治优势和保险公司的
风险管理职能，以实际行动
助推高质量发展，以崭新面
貌踏上重振国寿新征程，全
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中国人寿济南公司认真
贯 彻市委 、市政 府 决 策 部
署，充分发挥国有金融央企

政治优势，高效合规开展大
病保险服务工作，促进了全
市大病保险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自2013年起，中国人寿济
南公司连续八年承办市居民
大病保险，累计承保3233万
人，为27 . 02万名参保人提供
了104 . 66万次大病保险补偿
服务，累计支付大病保险补
偿金22 . 40亿元，累计垫资达
2 . 65亿元。全市大病患者医

疗费用的实际报销水平普遍
提高15个百分点。

中国人寿大病保险服务
人员多次收到广大参保群众
赠与的锦旗，并获得“窗口优
秀工作人员”、“服务明星”等
荣誉称号，济南国寿的服务质
量、服务效率、服务能力赢得
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医疗机
构、广大参保群众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认可。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与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福州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本次签约在第
三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上的区块链与金融科技分论坛
举行，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杨
兵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
院长余晓晖出席签约仪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是工
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科研事业单

位，也是国家在信息通信领域
(ICT)最重要的支撑单位以及
工业和信息化部综合政策领域
主要依托单位。

光大银行介绍，该行与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围绕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领域，联合开展前瞻
性研究及创新应用，推动新技
术与金融场景的深度融合与创

新应用。同时，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将基于其在新基建、
5G、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
的积累与优势，与光大银行共
同开展金融科技咨询服务、技
术测试领域、能力测评领域、
产融平台业务合作及拓展、产
业咨询服务、5G智慧网点、
光大超市等合作项目建设。

光大银行副行长杨兵兵在

签约仪式上表示，数字经济时
代对金融行业的服务转型升级
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创新成
为当前银行发展当仁不让的原
动力和关键点。光大银行将与
更多的伙伴开展全方位合作，
充分发挥产融协同优势，以科
技创新为支撑，以数字化转型
为方向，更好支持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农行济南分行全国扶贫日
多项活动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济南国寿以大病保险服务展现央企担当

中国光大银行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地方特色产品实现新突破

山东人保财险积极落实国家
强农惠农政策，以提标、扩面、增
品为重点，以创新为驱动，在巩固
财政补贴型险种主导地位的基础
上，加快推进特色农险和创新型
农险发展，实现了多个险种多项
领域的新突破。

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开展
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
入保险试点”要求，业内率先开展
保险试点工作，承保作物覆盖全
省90%，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农险
从“保成本”到“保收入”转型。

山东人保财险紧抓政策机遇，
抢占地方特色农险高地，借助省财
政厅、农业农村厅等五部门联合出
台“以奖代补”政策，召开全省系统
专题推动会议，配套专项考核办法
确保落地实施。累计开办玫瑰和葡
萄种植、茶叶低温、大葱和牛奶价
格指数等地方特色性保险，实现了

全省优势特色农险的全覆盖。同
时，公司全程参与省农业农村厅出
台试点方案，承办全国首个由地方
财政全额补贴型的棉花期货项目，
开创了中国保险业的先河。

精细化理赔迈上新台阶

山东人保财险将科技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从
灾后理赔向灾前风险管理转移。

开发了农险协保协赔系统，
实现了重点客户常态化监控和理
赔流程线上化管理。同时优化了
流程缩短理赔周期，万元以下养
殖险理赔周期实现大幅提速。

组建全省大灾预备队和无人
机查勘团队，实施平时统一培训,
战时统一调配，在2019年“利奇
马”台风和非洲猪瘟疫情期间，累
计派出数百支查勘工作小组，出
动三农服务车查勘次数上千次，
无人机总飞行上千架次，覆盖面
积数十万亩，形成无人机飞行、测

绘、出图、农户现场签字确认的闭
环式精准管理体系。

创新驱动提升科学化管理。
该公司加快推进“天空地”一体化
农险应用体系，积极运用卫星遥
感，在潍坊高密、东营垦利等县区
开展试点，目前小麦承保和秋作
物理赔已全面应用遥感技术，实
现精准承保精准理赔，“按图承保
理赔”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脱贫攻坚取得新成效

农业保险不仅在农业生产中
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脱贫
攻坚方面也尽显身手。脱贫攻坚战
打响以来，山东人保财险与省政府
签订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切实
将保险融入地方脱贫攻坚重点工
作中来，协助政府为贫困户建立风
险保障体系，有效防止贫困户因灾
因病致贫返贫。截至目前，公司扶
贫保险累计惠及全省贫困(含低收
入)人口1200余万人/户(次)，覆盖

县区103个，保险保障额度近1 .2万
亿元。

同时，面对全省扶贫任务复杂
性、紧迫性的特点，山东人保财险
以产品供给侧改革创新为推进目
标，因地制宜，针对各地贫困群众
的实际需求，先后创新开发了日光
温室保险、果树保险等扶贫专用保
险产品，进一步丰富了扶贫服务体
系。例如，该公司在枣庄推出的全
国首例“扶贫产业保”、“收益保”双
保险，主要服务于地方政府扶贫资
金注入的产业扶贫项目，为光伏大
棚、光伏设备、扶贫农机具、扶贫车
间、贫困户子女升学补助等项目提
供全方位保障。截至目前，该公司
已为全省3000余个类似的扶贫项
目提供近12亿元的风险保障，其
中，济南中药材扶贫保险、济宁救
助保险相继登上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保险扶贫先锋榜”。

在保险融入地方脱贫攻坚重
点工作的进程中，山东人保财险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研究制定《关于加

大扶贫干部选派力度的指导意见》，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菏泽、东营、临
沂等地的贫困村派驻驻村干部、第
一书记、扶贫工作队近50人次；积极
开展消费扶贫，近年来累计认购消
费扶贫产品400余万元，有效带动贫
困地区企业生产销售，助力脱贫攻
坚。同时，山东人保财险先后涌现出
一批脱贫攻坚先进事迹，菏泽市分
公司张大王庙驻村工作队的工作
事迹入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全国
保险扶贫好事迹”；济宁汶上扶贫做
法得到国家扶贫办认可，并收录《保
险业助推脱贫攻坚优秀实践成果
集》；菏泽、滨州市分公司等地经验
入选山东保险扶贫典型案例，并在
全省推广复制。

71年倾情守护，人民保险温暖
相伴。下一步，山东人保财险将继
续创新服务，勇挑重担，坚持“务
实、落实、做实”，用实际行动服务
人民，持续为全省乡村振兴提供发
展新动能，助力山东三农事业乘
风破浪，稳步前行。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成立71周年

山东人保财险创新推动农险发展

记者从证券维权律师处获悉，
第一批投资者对延安必康(股票代
码002411)的起诉材料已整理完毕，
将于本周提交法院立案。

2020年10月16日，中小板上市
公司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中
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证监部门认定，延安必康
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2015年至
2018年度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的
资金，但延安必康却通过虚假财务
记账、伪造银行对账单等方式，掩
盖资金占用的事实，导致相关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以
及相关临时报告存在误导性陈述的
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
六十三条有关“发行人、上市公司依
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
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虚假陈
述。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
证券维权律师杨泉军表示：上市公
司的违法行为，被首次公开披露之
后，因为股价下跌遭受损失的投资
者，可以要求上市公司赔偿其投资
损失。据此，在2016年4月26日至2020
年3月25日期间，买入必康股份或延
安必康的投资者，在2020年3月26日
之后，无论卖出或持有，都可以通过
微信fazhi315咨询维权或者自行起
诉要求上市公司赔偿损失。后续投
资者的索赔材料，也将陆续提交立
案。

二级市场观察，上述案涉期间
延安必康最高价34 . 82元，最低价
9 . 21元，换手率累计1566 . 82%，被立
案调查之前走势强劲，股价明显强
于大盘，被立案调查之后股价持续
走低，目前二级市场股价不足7元/
股，前期高价买入的投资者至今没
有解套的希望。

延安必康
财务造假被处罚
第一批投资者维权材料提交立案

10月20日，中国保险业巨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迎来71周年的生日。作为中国人民保险根植齐鲁大地的服务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人保财险”)牢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深入贯彻10月13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关于“加快构建多层次的农业保险

体系，稳步提高大宗农产品保险覆盖面，加强特色险种开发创新，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质量量和保障能力”的要求，以“做有温

度的人民保险”为己任，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打造“人保农险的齐鲁样板”、服务全省三农大局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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