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前身是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成立于1949年，是新中国
历史最悠久、知名度最高的保
险品牌。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
保险公司，人保财险秉承“以人
为本、诚信服务、价值至上、永
续经营”的经营理念，扎实开展
保险工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人保财险烟台市分公司”)现23

个支公司及业务部，49个营业网
点，全系统从业人员近2000人。

一、历史蕴含价值，光荣成
就未来。

人保财险烟台市分公司业务
规模一直位居全市财险市场之
首，保费规模近13亿元，年度承担

社会风险总额近4300亿元。同时，
积极履行纳税义务，2014年度共缴
纳地方税收1.76亿元，连续六年被
烟台市政府授予“烟台发展突出
贡献单位”，成为烟台财险行业唯
一获此殊荣的保险公司。

二、人民保险，服务于民。
作为烟台市委、市政府唯

一指定的保险服务单位，先后
为亚沙会、葡萄酒节、APEC博

览会、果蔬会等大型活动以及
海阳核电、烟台万华、上海通
用、玲珑集团、潮水机场等重点
单位提供保险保障服务。年度
处理各类赔案18万多件，支付
各类赔款7 . 5亿元，在烟台保监
局公布的各项理赔效率指标均
实现系统领先、超越行业主要
竞争对手，特别是针对风暴潮、
雪灾等自然灾害及意外事故造

成的财产损失，我公司勇担责
任，全力以赴，第一时间开展抗
灾救灾理赔工作，及时帮助客
户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为政府
排忧解难，受到了政府的充分
肯定和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人保财险将始终立足自身职
能，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
服务水平，为烟台经济发展和社
会保障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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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财险小额贷款是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与
中国光大银行联合推出的针
对 中 小 微 企 业 主 的 信 贷 产
品。

一、特点：
1、申请贷款金额：2万 -

15万；
2、三年期，36期缴，月息

1 . 28%-2 . 24%，等额本息还款(光

大银行放款，提前还款需缴纳
剩余本金的2%)；

3、一年期，趸缴，月息1 . 6%
-1 . 9%，还款周期短。

二、放款对象：
1、雇主：营业执照 (满一

年)、身份证、经营场所证明、收
入证明。

2、雇员：本地居住工作满
六个月、身份证、工作证明、居

住证明、收入证明。
3、业主：(1 )全款房：身份

证、工作证明、房产证、公共
事业票据 (水、电发票等 )。( 2 )

贷款房：身份证、工作证明、
房屋抵押合同、半年还贷流
水。

三、产品特点：免抵押、无
担保、手续简、审批快、光大银
行放款、当天贷款到账。

破解烟台财富密码，提供专业理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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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五家上市公司半年报出炉，业绩三家上涨两家下滑

分分红红？？送送股股？？公公司司都都给给免免了了！！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

园园) 19日晚间，烟台五家上
市公司齐发半年报，其中鲁亿
通、烟台冰轮、烟台万润三家上
市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实现增长，龙源技术、泰和新
材业绩下滑严重。不过，上半年
公司不管赚钱的不赚钱的，都
计划不派发现金，不送红股，也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从鲁亿通发布的半年报
看，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宏观经
济形势，公司通过发挥自身优
势，完成了经营目标和计划，业
绩保持良好上涨。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5887 . 05万元，同比增长

5 . 79%；净利润2068 . 86万元，同
比增长1 . 93%。

烟台冰轮，在上半年受国
内经济减速和结构调整冲击，
市场需求下滑，公司深入挖掘
市场结构性增长机会，拓展细
分市场，气体压缩产品转型步
伐加快。通过各种努力，上半
年，烟台冰轮营业收入82830 . 32

万元，增长19 . 19%，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9086 . 25万元，
增长211 . 12%。

另外，烟台万润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61513 . 85万元，同比
增长42 . 06%；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7004 . 93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89 . 85%。其主要原因
是本期较上年同期订单增加，
毛利提高，及本期财务费用减
少所致。

不过，龙源技术、泰和新材
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业绩出
现下滑。

据龙源技术半年报披露，报
告期内，火电设备行业受下游火
电投资压缩影响，市场需求回落，
同时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产品价
格大幅下降，致使本期主营业务
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647 .35万元，
下降44.2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3202.91万元，下降158.35%。

泰和新材同样受市场竞争
加剧影响，整体盈利水平出现
一定幅度的下滑，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业利润7843 . 06万元，同
比下降32 . 8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570 . 76万元，
同比下降38 . 38%。

半年报在股民的期待中发
布了，股民所期待的红利会不
会有呢？记者发现，此次披露公
告的五家上市公司，都没有分
红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这
不免让持股的股民，尤其是所
持的股票盈利可观的股民，有
些小失望。

农业银行烟台分行近年
来不断丰富个人贷款品种，
持续加大对居民创业、置业、
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
满足了居民的创业、消费需
求。

该行主打产品之一，个人
助业贷款是农业银行向个体
工商户经营者、个人独资企业
投资人、合伙企业合伙人等发
放的，用于合法生产经营的人
民币贷款业务。
个人助业贷款主要功能特点：

1、抵押物广泛。借款人可
以用本人或第三方的居住用
房、商业用房、商住两用房、标
准工业厂房和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作抵押，抵押率因抵押
物的不同而不同，最高不超过
评估价值的70%。

2、贷款额度高。本产品贷
款额度最高可达500万元。

3、贷款期限长。本产品以
居住用房作抵押的，单笔贷款
最长期限可长达10年，其他抵
押的不超过5年。

个人助业贷款申办条件：
年龄18周岁(含)以上，且借款
人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不超
过65岁 ,拥有营业执照等合法
有效生产经营证明，具有一年
以上本行业或相近行业经营
管理经验的客户都可向农业
银行申请办理。

该行另一款主打产品，房
抵贷是指客户以本人或他人
(限自然人 )名下的房产作抵
押，向农业银行申请一次性或
循环使用的消费或经营用途
的人民币贷款。

房抵贷功能特点：
1、房产抵押，借款方便。

不管是您本人还是他人的房
产均可用于抵押。

2、一次申请，循环使用。
一次确定贷款额度，可循环使
用，手续简便，提款便捷。

3、用途广泛，使用灵活。
可满足您消费、经营多种资金
需求。

4、超长期限，还贷无忧。
贷款最长期限可达10年。

5、贷款额度高。本产品贷
款额度最高可达500万元。

房抵贷申办条件：年龄18

周岁(含)以上，且借款人年龄
与贷款期限之和不超过60岁 ,

能够提供符合条件的房产作
抵押物的客户都可向农业银
行申请办理。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烟台分
行从多方入手，继续加强对国际
收支申报业务的核查和管理力
度，支行外汇业务操作水平不断
提高。

一是定期组织前台外汇柜员
和国际收支申报人员的业务系列
培训，切实提高外汇业务人员的专
业素质和操作能力，有效降低国际
收支申报差错率。

二是充分利用该行的国际收
支申报微信群，收集辖内所有疑
难问题，整理编辑，由该行和支行
经验丰富的国际收支申报人员组
成专家小组，第一时间对问题进
行答复，及时传递最新的外汇管
理政策，规范国际收支申报流程，
上下联动、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国
际收支统计申报工作。

三是每天由专人核查国际收
支申报数据，利用核查工具第一
时间查找业务差错，及早发现问
题进行整改。该行定期整理辖内
所有常犯的国际收支申报差错类
型，逐个分析，按时通报，避免同
类同质的差错的二次发生。该行
每季度对支行国际收支申报质量
情况进行考核通报，并将差错情
况纳入支行国际业务专业考核，
确保该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质量
得到快速有效提升。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

着力抓好国际收支

统计申报工作

农农行行““好好时时贷贷””贷贷动动完完美美生生活活

烟台金融服务中心机构会员介绍
人保财险——— 小额贷款，贷你实现人生梦想

农业银行烟台分行辖内

各市县个贷部门电话：

烟台市分行营业部 6280707

芝罘区个贷部 6673650

保税港区个贷部 6858163

毓璜顶个贷部 6252705

莱山区个贷部 6717566

牟平区个贷部 4261053

开发区个贷部 6383920

福山区个贷部 6332132

莱阳市个贷部 7333906

莱州市个贷部 2233726

龙口市个贷部 8545781

蓬莱市个贷部 5619031

招远市个贷部 8235968

海阳市个贷部 3257848

栖霞市个贷部 5224566

长岛县个贷部 3211703

高新区个贷部 692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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