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党组织稳定性

强化党建引领

山东平安党委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确保党的领导在公司发展中
得到体现和加强，履行好“在经济
领域为党工作”的使命，实现企业
目标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

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
山东平安党委不断深化加强党
的领导，按照《党章》规定及上级
党委要求，山东平安党委于2019
年6月11日开展了中共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驻山
东省机构第二届委员会换届工
作，重新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委
成员，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李军
凯任统管党委书记。截至目前，
山东平安统管党委下辖产险、寿
险、银行、养老险、普惠5个党委，
34个党支部，646名党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平
安党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持续
探索、创新党建工作，把党的建
设和中心工作“揉”在一起、深度
融合，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
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
入、抓落实。以党建生产力推动
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形成了“党
建强、发展强”的良好局面。

山东平安党委坚持把党的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与公司战
略引领相结合，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工作、凝心聚力，通
过党建工作向“神经末梢”延

伸，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的内在
动力，引导员工积极向上、奋发
进取；并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
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
通过内部晨会、报刊、网上党
校、网上移动学习平台“知鸟”
APP等推送党组织工作动态，
为企业发展营造正能量。

深化综合金融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山东平安党委狠抓经济工
作主线，在党委书记李军凯同
志的带领下，积极适应新时期
金融服务需求，持续强化科技
引领，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平安集团驻山
东地区各专业子公司积极联
合，运用债券承销、综合金融、
资产托管、结构化融资等业务
模式，共同支持山东实体经济。

自我省开展首台套、新材
料业务承保以来，该公司深入
研究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积极
响应并贯彻执行，进行首台套
及新材料保险的宣传推广及企
业调研推动，共计为近30家企
业提供了20余亿的保障，有效
分散了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
推广风险，服务全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战略。

2018年，平安银行实现债
券承销破100亿，为山东省新增
投融规模破1000亿，超过一半
资金用于支持新旧动能转换，
为重点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
低融资成本。

依托平安集团在人工智
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科
技优势，整合各类信息流、资金
流，山东平安党委实现了信息
对接与资源共享。为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状，山

东平安运用线上化数据融资服
务平台，为中小企业申贷提供
快捷通道。截止目前，平台已累
计为近700户小微企业投放超6
亿元信贷资金。

践行社会责任，

推进“三村工程”精准扶贫

山东平安党委积极响应党
和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不忘“回馈社会，建设
国家”的企业使命，因地制宜，创
新扶贫模式和举措，聚焦“三村
智慧扶贫工程”，打造扶贫闭环。

过去一年，山东平安党委
紧跟集团“村官、村医、村教”的
三村工程精准扶贫项目号召，
坚持走公益扶贫道路，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平安对社会的不变承
诺，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活动———
开展“助三村扶贫公益活动”，定
点支持临沂市郯城县，帮助农户
营销当地特色柳编等产品，帮助
当地农户搭建产品、客户及物流
的互联网平台，助力农产品销售
增长；搭建援疆产品销售平台与
渠道，切实提高服务“三农”质量、
效率和水平；联合车主客户在南
部山区开展共建“平安林”—宣扬
绿色环保，植树造林活动，还人民
群众一片青山绿水；持续开展“平
安护航 平安回家”关爱护航及
专车接送服务，累计为超过10万
名车主提供暖心服务；帮扶临沂
市郯城县庙山镇薛庄东村开展产
业扶贫，为当地合作社提供低息
贷款服务，并向当地村民提供技
术指导，帮助村民促销农副产
品超30万元。

助助力力动动能能转转换换，，推推进进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山东平安党委以党建生产力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党建
工作是一
切工作的

“根”和“魂”，积极探索
党建工作的新形势与
新路径，才能释放党建
新活力。近年来，中共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驻山东省
机构委员会(下称：山东
平安党委)不断加强思
想政治建设，围绕抓党
建、促发展的工作主
线，积极支持山东实体
经济发展，大力推行普
惠金融，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号召，党建工作不断
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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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山东平安党委始终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公司

范围内号召“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创
新活动形式，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

“花好贷”助力现代农业，

服务乡村振兴

近几年来，全国花卉产业
迅速发展起来，青州市又是全
国三大花卉市场之一，同时也
是最大的盆花生产中心和交
易中心。为了进一步推动潍坊
银行普惠信贷工作的发展，围
绕场景金融拓展业务，挖掘中
小微金融市场资源，依托青州
市百亿级规模花卉产业，潍坊
银行创新开发了“花好贷”业
务，为花卉市场供需两端客户
提供线上信贷业务，解决他们
的资金难题。

据了解，潍坊银行的“花
好贷”业务采用“银行+交易数
据+科技公司风控模式+花卉

经营商户”的模式，
具体由银行提供资
金，通过线下采集相
关数据，引入第三方
科技公司建立风控
模型，花卉经营商户
线上提出资金需求
的方式获得银行授
信。

相比于传统的
线下经营性贷款产
品，“花好贷”采用线
上风控模型审批，无
人工干预，这样一来
可节省3-7天的审批
时间，在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可有效的为急需资金
客户解决资金问题，极大地提
高了审批效率。

而这种线上审批的模式
也是一次新的创新突破，一方
面提高了潍坊银行的获客能
力，另一方面提升了客户体验
度，节省了人力成本，且风控
措施得力，可操作性强，有效
的整合了当地花卉市场，助力
当地花卉产业更好的发展。

“花好贷”是潍坊银行为
支持当地花卉产业升级转型
工作，同时满足花卉商户的多
种资金需求，推出的振兴花卉
市场供需两端商户的经营性
贷款产品，增加了金融支农资
源，改善了农村金融服务，从
长期来看，潍坊银行的“花好
贷”产品有助于建立现代农村
金融体系，是积极响应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大工作亮点。

使命担当，20亿信贷活水

为军民融合注入活力

潍坊银行青岛分行自成
立以来，始终坚持“立足地
方经济、立足中小企业、立
足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
将履行社会责任与自身转型
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城商
行决策链条短的优势，主动
适应经济新常态，及时捕捉
地方经济发展热点，适时调
整信贷结构，积极投身供给
侧结构改革，助力岛城实体
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青岛西海岸新区是19个
国家级新区中唯一被赋予建
设“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
新区，加快建设古镇口军民融

合创新示范区意义重大。潍坊
银行青岛分行紧密契合地方
经济特色，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去年10月26日，潍坊银行
青岛分行与融发集团正式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给予融发集
团及其下属或控制法人单位
意向性统一授信额度20亿元
人民币。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
签署，标志着潍坊银行支持军
民融合深入发展迈出实质性
的一步，对支持青岛西海岸新
区发展，助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一月份，姜言辉出任
潍坊银行青岛分行行长之初，
就确定了以“西海岸”为中心，

“即墨、胶州”两大经济强市为
引擎的重点区域发展规划，其
中坐落在西海岸新区的军民
融合项目又是战略规划中的
重中之重。

2019年，青岛军民融合发
展集团经潍坊银行总行审批，
为企业批复授信敞口合计超
过5亿元，业务品种涵盖贷款、
票据、贸易融资等方面。

今年来，潍坊银行青岛分
行在行长姜言辉的带领下发
展迅速，截至6月19日，青岛分
行资产总额81 . 94亿元，各项
存款余额64 . 23亿元，较年初
增加6 . 6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4 . 72亿元，各项数据都有了
明显的增长。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助推

地方经济发展

万华是烟台当地的明星企
业、标杆企业，是国企改革的成
功典范，2018年以来烟台市发
起了“学万华精神、促高质量发
展”系列活动，大力弘扬万华奉
献、担当、勇为的精神。

通过与万华集团反复沟
通谈判，最终确定以万华化
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作为双
方合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进而不断加深合作关系，最
终实现与万华集团的全面战
略合作。此番向万华化学(烟
台)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
人民币5亿元的综合金融服务
方案。通过此方案，协助万华
集团在整体资金收益、客户规
模、销售收入等方面实现新的
突破。

为推进业务顺利落地开
展，分行成立以分行行长为组
长，经办支行、风险管理部、国
际业务部、公司金融部、零售
金融部等相关条线、部门为成
员的业务保障推进小组，保障
此方案顺利落地实施，并安排
专项负责人员提供上门服务。
尤其要在审批环节、灵活度、
速度等方面体现出潍坊银行
的效率优势。

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烟
台分行各项存款455774万元，
较年初增加156683万元；储蓄
存款119408万元，较年初增加
42817万元；各项贷款246222万
元，较年初增加1875万元；国际
业务结算量12418万美元；实
现经营利润1548万元。

潍潍坊坊银银行行助助力力地地方方经经济济““加加速速跑跑””
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

近几
年 来 ，潍
坊银行积

极响应各级政府号召，
不忘初心，主动承担

“新旧动能转换”中的
银行责任，把金融扶持
实体经济作为工作重
点，充分发挥地方城商
行支持地方经济“主力
军”作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姜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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