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1日，阳光财险青岛分
公司举行保险赔款偿付仪式，向
青岛城投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1 . 286亿
元。这是青岛市建国以来最大的
单笔财产保险赔款，也是国内光
伏行业史上最大的保险赔款。

2018年3月30日，青岛城投
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阳
光产险青岛分公司投保了财产
一切险并附加利润损失险。2018
年8月15日，其在东营投资的
92MW东营(胜利)光伏示范项
目遭受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
最强暴风，风速达36.8m/s。暴风
过后，占地2600亩的发电场地一
片狼藉，光伏板破损13万片，大

面积钢结构支架扭曲变形。
接报案后，阳光产险立即启

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总、分公
司联合成立专案组，在全国范围
抽调有相关经验的理赔人员驻
扎现场，协助企业抢险救灾。据
悉，为确保恶劣条件下的理赔时
效，阳光产险不仅启动无人机查
勘，还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和专业
机构，为客户提供了专业检测及
施工支持。此外，于第一时间预
付了2000万元理赔款，为企业快
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了重
要保障。

“此次事故的处理，彰显了
阳光保险公司“一切为了客户”
的核心理念，检验了阳光处理重

大赔案的能力，也体现了阳光服
务大客户、服务社会的能力。”阳
光产险青岛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

阳光保险集团成立14年来，
承担社会风险超过570万亿元，
累计支付各类赔款超过1470亿
元，上缴税收突破410亿元；累计
为3 . 7亿客户提供保险保障，在
各项公益慈善事业中累计投入
超过3.1亿元。

阳光财产保险成立于2005
年7月，是主要经营财产保险业
务的全国性保险公司。阳光产险
成立以来，连续多年刷新国内新
设保险公司年度保费规模的历
史纪录，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

展，目前已有36家二级机构开业
运营，三四级分支机构超1800
家，服务网络实现全国覆盖。

此次实施理赔的阳光产险
青岛分公司，于2006年1月20日
获批成立，目前已在青岛市辖区
设立了10个三级机构，其中包括
支公司9家、营销服务部1家，已
实现青岛地区经营机构全覆盖，
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全方位的

优质服务。10余年来累计赔款
19.1亿元，服务客户382万家。

“阳光保险将一直秉承着致
力于打造符合人性与最具活力的
金融保险服务集团，围绕‘一切为
了客户’的追求，发扬‘战胜自我、
创新变革’的企业精神，创造价
值，共同成长，从而‘让人们拥有
更多的阳光’。”阳光产险青岛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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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农商行成立于2015
年，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在原山东济南润
丰农村合作银行、济南市历城
区农信社、济南市长清区农信
社合并方式成立的，注册资本
35亿元。截至6月末，全行总资
产980亿元，各项存款726 . 78
亿元，各项贷款559 . 55亿元；
共有网点202家，在岗员工近
3000人。

2019年5月24日，华为中国
生态执行系统峰会在济南召
开，济南农商银行润丰管辖行
受邀参加并入选为华为MALL
创始会员，双方秉承“合作共
赢、耕耘收获”的渠道理念，与
以合作伙伴实现共赢的宗旨，
积极贯彻合作、开放、共赢的渠
道理念。

在得知了华为山东地区部

分供应商在经营方面的资金需
求之后，润丰管辖行主动对接，
针对性的与之合作了各项产
品，包括抵质押保证类贷款、税
贷通、政府采购贷和知识产权
贷等产品。根据润丰管辖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济南农商
银行和华为供应商的合作成功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济南农商银行自成立以来致力
于立足济南做大零售、做实三
农、做强小微、做优公司；第二，

济南农商银行由上至下与华为
品牌合作，在合作中感受企业
文化，达成了各类产品的合作
共识；第三，华为二级经销商每
年资金需求较大，特别是流动
资金方面；第四，世界大环境下
对华为品牌对华为品牌的认可
度增加，未来发展方向美好。

在这种情况下，济南农商
银行也为华为推出了专门的一
款产品-华为金牌贷。首先在
准入方面，需要华为的供应商
连续两年纳税为B级以上且正
常经营，贷款方式上多种多样，
可以针对不同的企业情况开展
不同的合作方式，放款时间快，
一般三天内能够放款，利率较
低，平均年利率在6%左右。

目前，润丰管辖行已完成
了11家华为公司二级金牌经销
商的流动资金贷款授信,合计

6700万元;二级经销商银牌18
家流动资金贷款授信3100万
元。并就工资代发、支付结算、
消费金融、家庭银行等一揽子
金融业务合作达成共识。

济南农商行润丰管辖行作
为入围华为齐鲁生态MALL创
始会员的两家金融机构之一和
唯一一家地方性金融机构，下
一步将继续在服务效率和服务
质量上下大力气、做真功夫，及
时完善和调整产品及服务方
式，最大限度地满足知名企业
主导下的产业供应链企业群的
实际需求和现实需要，将服务
产业供应链企业群工作抓出成
效、树立品牌，真正做强“华为
金牌贷”产品，打响服务知名企
业主导下的产业供应链金融模
式。

（姜宁）

扶扶持持实实体体经经济济的的““济济南南农农商商行行””模模板板
近亿元金融活水解决华为供应商资金需求

2019年7月8日，根据国家
口岸管理办公室关于扩大“单
一窗口”标准版金融服务功能
试点地区的通知，山东省成为
第二批为进出口客户开放全国
版“单一窗口”一揽子综合金融
服务的地区。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旨在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企业
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化。中国银
行作为现阶段独家在线汇总征
税保函办理机构和首批金融服
务合作银行，服务开通后中国
银行山东省分行便实现了预约
开户、跨境汇款、关税保函以及
税费融资四项业务在山东省内
的首发。

据了解，本次中国银行在
“单一窗口”平台上线的系统功

能主要包括预约开户、跨境汇
款、关税保函以及税费融资。企
业只需在“单一窗口”平台上提
交业务申请及相关业务资料，
无需亲临柜台提交纸质单据，
即可办理各项业务申请，真正
实现“单一窗口”数据与银行系
统无缝对接，通过“单一窗口”
一点接入、一次提交、一次查
验、一键跟踪、一站办理，实现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
助”，真正实现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贸易便利化的目的。

在“单一窗口”建设相关工
作中，中国银行主动参与、积极
配合，持续完善金融服务功能，
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涵盖报关即
时通——— 海关税费支付等产品
的配套金融服务方案。凭借着

丰富的本外币金融产品和先进
的信息服务系统，中国银行将

“单一窗口”与“企业网上银行”
深度融合，让客户在“单一窗
口”上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也
能享受到便利高效的在线金融
服务。

下一步，山东省中行将继
续响应“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
易便利”的号召，致力于为企业
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体验，持续关注企业诉求，不断
优化迭代产品功能。同时积极
支持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港
口集团建设，将服务进出口企
业的工作做大、做好、做实，坚
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在金融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发展道路
上继续前行。 (赵婉莹)

为更好地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活动，弘扬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近日，济南
市槐荫区税务局组织党员领导
干部到大峰山党性教育基地开
展党性教育活动。

全体人员先后来到大峰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长清县委
旧址，参观了解革命先烈在泰
西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场面与
史实，通过认真聆听解说员讲

述的革命前辈的事迹，共同回
顾党的光辉历史，接受了一次
生动而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随后，在大峰山革命烈士陵园，
全体人员向烈士纪念碑默哀致
敬。在初心广场，面对党旗，重
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
表明了大家坚守初心、忠诚于
党、立足岗位、团结奉献的坚定
信念。

缅怀英烈不忘初心，学习

英模牢记使命。大峰山像一个
母亲，用自己的乳汁滋养了革
命。现在，济南市槐荫区税务局
的党员干部将传承这种无私的
精神，把革命优良传统和实际
工作结合起来，坚定信念、坚定
信心、务实奋斗，以模范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固树立
宗旨意识，主动担当作为，为税
收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赵婉莹)

在第七个“7 . 8全国保险公
众宣传日”到来之际，德华安顾
人寿山东省分公司围绕“爱国
爱家，从一份保障开始”活动主
题，根据总公司部署，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特色宣传活动，旨
在普及保险公众知识，助力保
险公益扶贫，展现保险行业责
任担当。

自6月20日起，山东省分公
司制定活动方案，在全辖范围
开展“爱，从一份保障开始”和

“爱岗爱业，从规范自我开始”
短视频、“7 .8”保险扶贫公益跑、
保险进社区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多平台、多途
径，向社会公众传达保险价值
理念，用实际行动助力保险扶
贫，展示保险行业正能量。

7月2日，山东省分公司向
全体员工发出了倡议书，鼓励
全体员工在积极扶贫公益跑的
同时，邀请客户、社会群众进入
到扶贫公益跑的行列，掀起扶

贫公益跑的高潮。
7月5日，山分员工深入甸

柳社区开展保险知识宣传活
动，向广大社区群众宣传保险
知识和“7 .8”保险公众日宣传主
题。此外，山东省分公司所辖机
构按照分公司部署也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活动。

7月8日，山分积极响应行
业协会组织的现场宣传活动，
组织员工参加在大明湖景区
开展的“7 . 8保险扶贫公益跑”
活动。同时在分公司职场周围
开展公益跑、短视频活动，大
家不畏炎热，为公益跑动起
来。据统计，山东省分公司共
为扶贫事业捐献25393000余
步，拍摄短视频50条，进社区
宣讲保险32次。

未来，山东省分公司将持
续开展更多蕴含特色的保险宣
传活动，帮助更多人拥有保险
保障，展现新时代保险行业的
大爱情怀。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

““单单一一窗窗口口””在在线线综综合合金金融融服服务务首首发发

济南市槐荫区税务局

赴赴大大峰峰山山开开展展主主题题教教育育活活动动

德德华华安安顾顾山山东东省省分分公公司司开开展展

““77 .. 88全全国国保保险险公公众众宣宣传传日日””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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