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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23日讯(见
习记者 周伟佳) 日前，招
商银行济宁分行启动了“助力
高新、展翼腾飞”高新企业助
航计划，邀约一批中小微高新
科技企业直接进行金融业务
推介对接。该行同步推出“高
新贷”金融业务，现场签约了8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招商银行通过金融产品

推介形式，实现了广大中小微
科技企业与金融部门直接对
接，是服务中小微科技企业创
新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任
城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招行
启动高新技术企业助航计划，
可以实现企业家与金融资本
深入对接、充分了解、精诚合
作，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金融
资本投入的最优组合。

在启动仪式上，济宁招行
客户代表卡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进行发言，回顾了
与招行从相知、相识到实现深
入合作的经历，并对招行高
效、专业的服务给予了充分肯
定。

据了解，招商银行于2010
年率先推出“千鹰展翼—创新
型成长企业培育方案”，为科

技创新型成长企业提供集结
算、债权、股权于一体的综合
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利用创新
优势尽快成长和走向资本市
场。今年以来，招商银行济宁
分行服务中小微企业200余
户，业务余额达4 . 76亿元。

济宁招行有关负责人说，
启动高新企业助航计划充分
体现了招商银行为创新成长

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
服务的专业能力和诚恳态度，
是招商银行主动拥抱“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浪潮、支持创
新、创业企业发展的又一次具
体实践。“今后，招商银行济宁
分行将把科技创新型企业作
为小企业业务的重要发展方
向，持续为它们提供更加全面
的金融服务。”

济济宁宁招招行行启启动动高高新新企企业业助助航航计计划划
推出“高新贷”金融业务，现场签约8家企业

建行代收付(缴费)产品
依托新一代系统，为客户提供
批量收付款、各种缴费的银行
服务。可用于发放工资奖金、
供应链结算、社会保障、信用
卡付款、费用报销、通讯费、供
热、水费、彩票、电费、燃气、管
理费、有线电视、物业、税收、
交通罚款等服务。

建行代收付(缴费)具有
客户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
等特点，依托互联网技术，提
供多渠道缴费方式：网上银
行、微信、手机银行、网站等电
子渠道以及柜面、自助设备、

智慧柜员机等。同时为代收付
(缴费)单位提供银企直联、企
业网银或加密文件等个性化
定制服务。

建行将结合新一代系
统强大功能，根据客户不同
特征，着力打造不同的“核
心客户+”金融生态圈工程，
致力实现“核心客户+金融
生态圈+资金监管+客户网
银+结算通卡+票据池”的企
业财务管理模式，从而协助
企业实现财务管理方便高
效，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效益
最大化。

票票据据池池、、现现金金池池，，建建行行结结算算产产品品资资金金管管理理好好助助手手
“登记的、托收的、背书的……唉，票据管理好麻烦！”别着急，建行票据池来帮您！建行票据池业

务为客户提供了多元、灵活、高效的票据池功能及其配套服务，可以大大节省企业填写申请书、用印
审批和往返银行的时间；建行“禹道”现金管理产品，为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全球现金管理
服务；而建行代收付(缴费)产品，真正利民便民……快来体验建设银行资金结算产品的“魅力”吧！

全新票据池业务,企业票据的智能管家

票据池业务是建设银
行依托新一代系统网络优
势、全面的网点覆盖能力以
及专业财资管理服务人才，
为企业客户提供商业汇票
信息登记、委托管理、质押
融资等综合服务的票据管
理平台。建行推出票据池业
务，实现了从票据登记、入
池、保管、背书、质押、提示

付款等全流程管理。
据了解，建行票据池业

务主要涵盖三大功能：
1 .信息登记：为企业全

面统筹管理纸票、电票详细
信息，使集团企业的票据池
资产可随时查询、一目了
然。

2 .委托管理：为企业提供
专业、灵活的票据委托管理

服务，企业可远程自助实现
票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操作
灵活、安全便捷。

3 .质押融资：为企业在线
批量质押票据，全面盘活票
据资产。利用票据池质押，可
为企业办理人民币流动性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
证、境内保证等表内表外信
贷业务。

现金池，让现金管理更便捷

跨境、跨行、跨币种，建
行“禹道”现金管理品牌再添
新成员。建设银行在2017年
再次研发推出了战略性创新
产品——— 跨行现金池，与之
前跨境双向人民币现金池、
外币现金池、定时(实时)现金
池、虚拟现金池、账簿现金

池、智能现金池等共同组成
了 建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大 家
庭——— 多模式现金池。多模
式现金池既可以为国内客户
提供先进的现金管理服务，
而且针对“走出去”的跨国企
业客户可以提供更加全面丰
富的全球现金管理服务。

跨行现金池是建行依托
本行新一代对公网络系统向
对公客户提供的跨行信息报
告、跨行收付款、跨行现金池
等跨银行现金管理服务。客
户可实现建行一点接入、对
他行账户资金的统一视图、
统一归集和统一管控，达到

集团资金管理的“可视、可
控、可调度”目标。

跨境双向人民币现金池
是建行针对跨国企业集团经
营管理需要，为其提供境内
外非金融成员企业之间开展
的跨境人民币资金余缺调剂
和归集服务。

外币现金池是建行根据

跨国公司类客户申请，为其
开立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和
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从而
为跨国公司集中运营管理其
境内外成员企业外汇资金提
供的服务。实现国内、国际账
户互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有效节省企业财务成本。

代收付业务，让签约客户少跑腿

让支付方式更简单、更安全

建建行行““龙龙支支付付””开开启启无无卡卡支支付付新新时时代代
随着互联网业务的快速发展，便捷支付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并不断普及，传统银行业也在紧

跟时代步伐。作为国有大行，建设银行推出的“龙支付”产品，无论是从便利性还是从安全性上都
受到了用户的高度关注。

文/图 本报见习记者 周伟佳

90小伙夸好用
“龙支付”带来全新体验

在商店购物时，无需带银
行卡和钱包，就可以用手机去
刷商场的二维码，实现轻松付
款；看到ATM机，通过二维码
或直接“刷脸”，即可实现无卡
取现；同事聚餐AA制，只需点
击“AA收款”，即可轻松计算金
额并发起付款指令……在建行

“龙支付”平台上，这些均可成
为现实。

小胡是一家国企的公司职
员，作为90后的新兴人类，小胡
出门在外几乎不带钱包，靠着
一部手机“走天下”。“吃饭、看
电影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银
行卡几乎很少用。”小胡说。

自“龙支付”去年正式上线
起，小胡就成为了忠实粉丝。

“建行推出的龙支付确实好用，
轻松一扫，几秒钟就能完成交
易，而且个人转账、提现还免
费，实在是方便极了！”小胡向
记者具体演示了“龙支付”的使
用方法，打开建行手机银行
APP，点击“龙支付”，进入“扫
一扫”界面，扫描商户收款码即
可轻松付费。

在便捷支付的同时，“龙支
付”还会定期推出相应的优惠
活动。上周末小胡在运河城的

超市消费付款时享受“龙支付”
的满减活动，当场立减了50元，

“只需扫一下二维码即可付款，
比一般的支付软件更安全，优
惠活动更多。”如今，小胡已经
习惯通过建行“龙支付”进行各
种生活消费。

记者了解到，“龙支付”是
建行在2016年底正式推出的支
付品牌，在整合现有支付产品
的基础上，运用互联网思维，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
性支付结算服务。整合了现有
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等全系列
产品，具备建行钱包、二维码、
全卡付、龙卡云闪付、随心取、
好友付款、AA收款、龙商户等
八大功能，为客户提供便捷、高
效的支付新体验。

安全无忧支付
个人之间全部免费

“产品面向所有社会大众，
无论是否是建行客户，只需下
载建行手机APP即可申请注册
成为‘龙支付’客户。”建行济宁
分行个人金融部李经理说。

“龙支付在功能上既支持
零钱包小额支付，线上、线下免
密免签，也支持绑定卡后的大
额支付，基于大数据反欺诈帮
助客户控制交易风险，更全面
保护客户个人隐私和资金安

全。”李经理表示，相较其他支
付平台，“龙支付”的优势在于
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
支付环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

在场景打造上“龙支付”更
贴近老百姓生活，“通过支持线
上线下交易、支持APP插件支
付等功能，广泛应用于停车、菜
市场等老百姓衣食住行各个方
面。与老百姓的社交生活、公共
交通、网络购物等日常支付场
景相契合。”李经理说。

此外，“龙支付”在已有的
IC卡闪付、龙卡云支付、声纹支
付基础上，增加了二维码收付
款，支持客户持手机主扫、被扫
等。同时推出ATM刷脸取款和
声纹取款功能，一举囊括了当
前各大主流新兴支付技术。值
得一提的是，龙支付对个人客
户之间的资金划转、转账、提现
全部免费，并对商户实行优惠
的收单服务。

“建行一直紧跟时代步伐,
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不断提升
客户金融服务体验。目前，全省
有300多万用户已签约使用龙
支付产品。”李经理坦言,龙支付
在为百姓提供便捷、满意的支
付结算服务的同时，也为中小
商户提供了快捷的支付通道，
对发展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
义。

本报济宁11月23日讯(通
讯员 王继坦) 近日，第十
届中国保险文化与品牌创新
论坛暨第十二届中国保险创
新大奖颁奖活动在宁波举行，
一年一度的“中国保险创新大
奖”评选结果揭晓。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荣获
11项大奖，继续蝉联财产保险
公司获奖之首。

此次11个奖项包括“年度
最具影响力保险品牌”文化品
牌奖和“最具创新力保险产
品”、“最具市场影响力保险产
品”、“最具市场潜力保险产
品”、“最佳互联网保险产品”
等七项产品奖,以及产品行销
类、主顾开拓类、客户服务类
三项营销企划拓普奖。其中，

获奖的保险产品为“幸福满
屋”家财组合保险、贫困家庭
子女升学补助金保险等险种。

据了解，中国保险创新大
奖由《保险文化》杂志联合国
内名牌院校保险院系及国内
著名财经媒体创办，旨在表彰
本年度中国保险业在企业文
化及品牌建设、产品创新等方
面的典型及优秀领导者，自
2006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
了十二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在本届创新大奖评
选活动中斩获多个奖项，再一
次彰显了在品牌文化、产品创
新、销售管理等方面的突出优
势，牢固树立了人保财险在财
产险市场领跑者的形象。

人保财险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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