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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增进我
们做‘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自信
的同时，更增加了我们深入推进

‘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的紧迫
感。服务民营企业，我们必须提
速、提质、提效。”洪崎表示。

在提速方面，民生银行将围
绕总行整体推动、经营机构整体
转型、新模式样本、团队能力建设
等方面，全面提升民企战略落地
实施速度。

在提质方面，民生银行对内
以轻型化和综合化为主轴，对外
聚焦提升客户体验，提升民企金
融服务的深度和温度，把握民企
重点服务和差异化服务机会，提
高民企战略落地质量。

在提效方面，民生银行将强

化协同、督导、问责和管理，提高
民企战略落地效率。

在洪崎看来，通过与民营企
业搭建伙伴式关系、开展深耕式
合作、实现共赢式发展，民生银
行将成为特色鲜明的民企服务
标杆银行，“同根同源”的民生银
行和广大民营企业将实现“同心
同行”。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2
年来，民生银行的民企客户数占
比始终保持在 70%以上，贷款额
牢牢占据了半壁江山。

伴随着民营企业成长的步伐，
民生银行谋求创新转型的脚步愈
发坚定，在传统与变化间，主动适
应市场变化的需要，未来，民生银
行的民企金融服务将开启更广阔
的成长空间。 薛凯

增进战略自信 继续坚定民企服务
经过十年的战略实施，特别

是过去一年半以来的战略深化，
民生银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架
构已然成形。

民生银行已经建立了民营企
业的分层分类体系，根据客户规模
大小，将民营企业客户分为大型战
略民企、中小民企、小微民企三类，
实行精准服务。

——针对大型战略民企，民生
银行在今年4月优选形成100户战
略民企名单。民生银行针对战略
民企推出规划布局、高层会晤、工
单督办的团队作业“1+3”模式，强
化专业化、一体化、扁平化、综合化

服务。
——针对中小型民企，民生银

行持续推进“中小企业民生工程”，
实施“携手计划、生根计划、共赢计
划、萤火计划”，不断提升中小企业
结算、融资、财富管理等综合服务
质量；此外，民生银行还创新推出
新供应链金融模式，批量服务供应
链条上下游中小型企业。

——针对小微企业，民生银行
在进军小微金融十周年、小微企业
贷款重回 4000亿元之际，加速推
进小微金融3.0深化实施，注重以
数据和科技为支撑，借助数据驱
动、线上线下结合、大数据风控、移

动互联等服务手段，围绕“1+1+N”
小微企业生态圈，开展全方位综合
金融服务。

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金融服
务，并不局限于和民营企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向民营企业提供授信
等常规金融服务，而是坚持服务创
新，提升民企支持质效。针对民企
的不同金融服务需求，民生银行创
新升级五大产品体系，着力打造场
景化的交易银行、定制化的投资银
行、便捷化的线上银行、个性化的
私人银行与综合化的财富管理，为
民营企业及企业家提供“融资+融
智+融商”的一站式综合服务。

在“服务民营企业、支持民营
企业”成为各家银行新的行动时，
民生银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已悄
然实施转型升级。

过去一年半，“深入推进民营
企业战略、持续加大民企金融服
务力度”成了洪崎在投资者和分
析师业绩交流会、全行经营工作
会议等重要会议上都要强调的工
作核心。在洪崎看来，随着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加速，面对经济环
境和金融市场的重大变化，民生

银行必须进行产品、服务和商业
模式的全面升级。

今年4月，民生银行内部下发
了《中国民生银行改革转型暨三年
发展规划实施纲要》，进一步明确

“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定位，目标
是坚持民企战略、聚焦客群经营，
成为优质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在
重点举措方面，民生银行确定聚焦
战略、生态、潜力和基础四大民企
客群，一是提升战略民企服务能
力，打造其首选的管理服务品牌；

二是以领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生
态民企；三是以特色的科技创业贷
款产品服务潜力成长民企；四是高
效服务中小基础客群。

4月，民生银行优选 100家总
行级战略民企客户。民生银行为
战略民企组建专门的专家型服务
团队，为客户提供管家式服务，不断
整合内外部资源，搭建金融服务平
台，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下一
步，民生银行分行级战略民企客户
的深入合作也将全面铺开。

实施转型升级 民企服务全面提升

提速提质提效 民企战略深入推进

此外，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民生
银行总行成立了中小企业金融部，
专门负责推进“中小企业民生工
程”，在交叉销售、客户分级评价、营
销、团队培训、区域规划等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制度，全面实施“携手计
划、生根计划、共赢计划、萤火计
划”，到今年9月末中小企业有效客
户将近15000户。

供应链金融是民生银行服务

中小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创新，
去年 7月，洪崎提出了“聚焦新供
应链金融”的目标；今年 5 月，民
生银行组建了供应链金融事业
部，相继推出了融资类拳头产品

“应收E”、平台客户交易产品“赊
销 E”等融资类、账户类、结算类
产品，以及系统直连、供应链管理
等综合化服务，满足供应链条上
的中小民营企业金融需求。

民生银行服务民营企业“持续进行时”
“民生银行服务民营企业不是‘现在时’，而是‘进行时’，2009年以来的‘持续进行时’，在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情形格外突出的当下，我们做‘民

营企业的银行’战略在全面推进，服务民营企业的力度在加大、工具在创新、方式更多样。”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日前表示。
今年以来，民生银行新增对公贷款1500亿元，其中75%以上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在民生银行的对公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已经占据了半壁

江山。针对一些遇到流动性困难的民营企业，民生银行没有停贷更没有抽贷，在避免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同时，通过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帮助企业解
决了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一系列问题。

近日，TREK100公益骑行西安站在景色
秀丽的渭河河堤路成功举行。来自国内外
的 几 百 名 骑 行 爱 好 者 参 与“ 挑 战 组
（100公里）”“大众组（50公里）”比赛，更有50
余个家庭加入亲子骑行活动。

三秦都市报记者了解到，瑞华保险为本
次活动的每位参赛者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份
意外伤害保险和意外医疗保险，并针对骑行
人员开展关注健康、免费体检活动。活动期

间，瑞华保险开通客户服务热线，对于接到
理赔报案的客户，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理
念，立即引导理赔申请，对出险客户及时进
行回访，开通绿色服务通道，通过微信快速
理赔，报销相关医疗费用，让客户感受最周
到、贴心的保险服务。

TREK100是一项创办于1990年的慈善
骑行活动，每年举办一届，今年已经是第29
届。TREK100的传统骑行距离为100公里，

旨在传递健康、运动、阳光的生活方式，并且
通过骑行者的力量为公益事业作出贡献。

文/图本报记者杨代利

11月5日，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在第
25届杨凌农高会上举办“农业保险科技应用
助推脱贫攻坚发布会”。

会议现场，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持续
近1小时的农业保险科技应用展示吸引了不
少人的目光。动感、高清的VCR把农业保险
中应用的遥感技术、无人机航拍技术、地理
信息技术、导航定位技术、物联网、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技术等17个新

技术逐一展示。这些新颖、前沿的展示给人
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全新信息。

“现在科技真厉害，我没想到农业保险
竟然也会藏了这么多高新科技。”前来参展
的李先生惊叹道。

随后，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又向大众演
示RFID(射频识别)电子标签在养殖险全流
程风险管理的操作流程，利用无人机、卫星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探索“按图承保”“按
图理赔”的“天空地”(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
和地面查勘)一体化的农险承保理赔服务体
系运行过程，展示了多种农作物的收入保
险、指数保险、保险+期货、全周期产业链保
险等19款创新型农险产品。

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党委书记魏柏
林表示，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希望借助第
二十五届杨凌农高会“金融服务现代农业”
的主题，展示人保财险在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物联网等保险新技术应用，宣导
以技术创新促进农业发展、开拓科技运用新

路径的理念，为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供更加便捷、科学保险服务。

此外，在发布会现场人保财险陕分公司
还与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签订总额度2亿元的
《政融保金融支农融资合作备忘录》。据悉，
自2016年6月全国首批支农融资业务在杨
凌示范区落地以来，人保财险陕分公司已经
向杨陵区涉农客户累计发放融资金额1470
万元，涉及猕猴桃、苗木、生猪等多个农业产
业，累计带动 9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
收。与此同时，人保财险陕分公司还与北京
天下图数据技术、深圳溯安智能科技、以及
陕西上兴源御天气象服务等三家高新技术
公司签署合作框架，未来将引进空间信息及
遥感技术、生物识别技术、人工智能等创新
技术，有效解决了农险存在的工作量大、数
据采集难、经营成本高等问题，实现精确承
保、快速理赔，使农业保险在助推脱贫攻坚
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薛凯

短债基金受追捧
近期，短债基金由于兼具高流动

性和低风险性，成为资金追捧的热点。
南方基金旗下的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
基金于 11月 5日至 11月 16日对外发
售，投资者可通过银行、券商、南方基金
APP、官网等销售渠道认购。南方吉元
短债的拟任基金经理何康拥有14年证
券从业经验，在固定收益投研领域经
验丰富，其管理的纯债型基金——南
方通利基金曾以 2015 年全年收益
15.74%的成绩获评“2015年度一年期
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根据Wind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末，南方
通利基金自成立以来收益率达
29.40%。 杨代利

政策暖风频吹
迎来布局良机

近期A股市场接连迎来重大利
好，面对政策利好不断和较低的市场估
值，敏锐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布局A股市
场抢夺优质筹码。其中，国联安基金将
在11月11日发行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
基金，为投资者布局具有领先优势行业
企业，提供了便捷的投资工具。

作为一只标准的偏股混合型基
金，该基金的股票仓位为60%—95%，
同时可通过港股通投资香港市场，其
投资比例占股票资产比例为0-50%，
从而实现沪深港两岸三市全面布局。
在行业的选择上，该基金则重点通过
三个维度深度挖掘领先行业进行布
局。首先，寻找宏观经济周期与行业
轮动相关性；然后，通过行业生命周期
识别行业景气特征；同时结合国家行
业政策导向，遴选真正具有领先优势
的行业进行布局。 张翌晨

科技创新为农业保险插上“翅膀”

TREK100公益骑行成功举行

瑞华保险与健康同行

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召开农业保险科技应用发布会

责编：周梦 组版：艾莉 校检：席波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 @三秦都市报

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三秦财富Ａ12
www.sanqin.com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增进我
们做‘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自信
的同时，更增加了我们深入推进

‘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的紧迫
感。服务民营企业，我们必须提
速、提质、提效。”洪崎表示。

在提速方面，民生银行将围
绕总行整体推动、经营机构整体
转型、新模式样本、团队能力建设
等方面，全面提升民企战略落地
实施速度。

在提质方面，民生银行对内
以轻型化和综合化为主轴，对外
聚焦提升客户体验，提升民企金
融服务的深度和温度，把握民企
重点服务和差异化服务机会，提
高民企战略落地质量。

在提效方面，民生银行将强

化协同、督导、问责和管理，提高
民企战略落地效率。

在洪崎看来，通过与民营企
业搭建伙伴式关系、开展深耕式
合作、实现共赢式发展，民生银
行将成为特色鲜明的民企服务
标杆银行，“同根同源”的民生银
行和广大民营企业将实现“同心
同行”。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2
年来，民生银行的民企客户数占
比始终保持在 70%以上，贷款额
牢牢占据了半壁江山。

伴随着民营企业成长的步伐，
民生银行谋求创新转型的脚步愈
发坚定，在传统与变化间，主动适
应市场变化的需要，未来，民生银
行的民企金融服务将开启更广阔
的成长空间。 薛凯

增进战略自信 继续坚定民企服务
经过十年的战略实施，特别

是过去一年半以来的战略深化，
民生银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架
构已然成形。

民生银行已经建立了民营企
业的分层分类体系，根据客户规模
大小，将民营企业客户分为大型战
略民企、中小民企、小微民企三类，
实行精准服务。

——针对大型战略民企，民生
银行在今年4月优选形成100户战
略民企名单。民生银行针对战略
民企推出规划布局、高层会晤、工
单督办的团队作业“1+3”模式，强
化专业化、一体化、扁平化、综合化

服务。
——针对中小型民企，民生银

行持续推进“中小企业民生工程”，
实施“携手计划、生根计划、共赢计
划、萤火计划”，不断提升中小企业
结算、融资、财富管理等综合服务
质量；此外，民生银行还创新推出
新供应链金融模式，批量服务供应
链条上下游中小型企业。

——针对小微企业，民生银行
在进军小微金融十周年、小微企业
贷款重回 4000亿元之际，加速推
进小微金融3.0深化实施，注重以
数据和科技为支撑，借助数据驱
动、线上线下结合、大数据风控、移

动互联等服务手段，围绕“1+1+N”
小微企业生态圈，开展全方位综合
金融服务。

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金融服
务，并不局限于和民营企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向民营企业提供授信
等常规金融服务，而是坚持服务创
新，提升民企支持质效。针对民企
的不同金融服务需求，民生银行创
新升级五大产品体系，着力打造场
景化的交易银行、定制化的投资银
行、便捷化的线上银行、个性化的
私人银行与综合化的财富管理，为
民营企业及企业家提供“融资+融
智+融商”的一站式综合服务。

在“服务民营企业、支持民营
企业”成为各家银行新的行动时，
民生银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已悄
然实施转型升级。

过去一年半，“深入推进民营
企业战略、持续加大民企金融服
务力度”成了洪崎在投资者和分
析师业绩交流会、全行经营工作
会议等重要会议上都要强调的工
作核心。在洪崎看来，随着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加速，面对经济环
境和金融市场的重大变化，民生

银行必须进行产品、服务和商业
模式的全面升级。

今年4月，民生银行内部下发
了《中国民生银行改革转型暨三年
发展规划实施纲要》，进一步明确

“民营企业的银行”战略定位，目标
是坚持民企战略、聚焦客群经营，
成为优质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在
重点举措方面，民生银行确定聚焦
战略、生态、潜力和基础四大民企
客群，一是提升战略民企服务能
力，打造其首选的管理服务品牌；

二是以领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生
态民企；三是以特色的科技创业贷
款产品服务潜力成长民企；四是高
效服务中小基础客群。

4月，民生银行优选 100家总
行级战略民企客户。民生银行为
战略民企组建专门的专家型服务
团队，为客户提供管家式服务，不断
整合内外部资源，搭建金融服务平
台，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下一
步，民生银行分行级战略民企客户
的深入合作也将全面铺开。

实施转型升级 民企服务全面提升

提速提质提效 民企战略深入推进

此外，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民生
银行总行成立了中小企业金融部，
专门负责推进“中小企业民生工
程”，在交叉销售、客户分级评价、营
销、团队培训、区域规划等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制度，全面实施“携手计
划、生根计划、共赢计划、萤火计
划”，到今年9月末中小企业有效客
户将近15000户。

供应链金融是民生银行服务

中小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创新，
去年 7月，洪崎提出了“聚焦新供
应链金融”的目标；今年 5 月，民
生银行组建了供应链金融事业
部，相继推出了融资类拳头产品

“应收E”、平台客户交易产品“赊
销 E”等融资类、账户类、结算类
产品，以及系统直连、供应链管理
等综合化服务，满足供应链条上
的中小民营企业金融需求。

民生银行服务民营企业“持续进行时”
“民生银行服务民营企业不是‘现在时’，而是‘进行时’，2009年以来的‘持续进行时’，在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情形格外突出的当下，我们做‘民

营企业的银行’战略在全面推进，服务民营企业的力度在加大、工具在创新、方式更多样。”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日前表示。
今年以来，民生银行新增对公贷款1500亿元，其中75%以上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在民生银行的对公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已经占据了半壁

江山。针对一些遇到流动性困难的民营企业，民生银行没有停贷更没有抽贷，在避免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同时，通过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帮助企业解
决了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一系列问题。

近日，TREK100公益骑行西安站在景色
秀丽的渭河河堤路成功举行。来自国内外
的 几 百 名 骑 行 爱 好 者 参 与“ 挑 战 组
（100公里）”“大众组（50公里）”比赛，更有50
余个家庭加入亲子骑行活动。

三秦都市报记者了解到，瑞华保险为本
次活动的每位参赛者和工作人员提供一份
意外伤害保险和意外医疗保险，并针对骑行
人员开展关注健康、免费体检活动。活动期

间，瑞华保险开通客户服务热线，对于接到
理赔报案的客户，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理
念，立即引导理赔申请，对出险客户及时进
行回访，开通绿色服务通道，通过微信快速
理赔，报销相关医疗费用，让客户感受最周
到、贴心的保险服务。

TREK100是一项创办于1990年的慈善
骑行活动，每年举办一届，今年已经是第29
届。TREK100的传统骑行距离为100公里，

旨在传递健康、运动、阳光的生活方式，并且
通过骑行者的力量为公益事业作出贡献。

文/图本报记者杨代利

11月5日，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在第
25届杨凌农高会上举办“农业保险科技应用
助推脱贫攻坚发布会”。

会议现场，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持续
近1小时的农业保险科技应用展示吸引了不
少人的目光。动感、高清的VCR把农业保险
中应用的遥感技术、无人机航拍技术、地理
信息技术、导航定位技术、物联网、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技术等17个新

技术逐一展示。这些新颖、前沿的展示给人
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全新信息。

“现在科技真厉害，我没想到农业保险
竟然也会藏了这么多高新科技。”前来参展
的李先生惊叹道。

随后，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又向大众演
示RFID(射频识别)电子标签在养殖险全流
程风险管理的操作流程，利用无人机、卫星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探索“按图承保”“按
图理赔”的“天空地”(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
和地面查勘)一体化的农险承保理赔服务体
系运行过程，展示了多种农作物的收入保
险、指数保险、保险+期货、全周期产业链保
险等19款创新型农险产品。

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党委书记魏柏
林表示，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希望借助第
二十五届杨凌农高会“金融服务现代农业”
的主题，展示人保财险在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物联网等保险新技术应用，宣导
以技术创新促进农业发展、开拓科技运用新

路径的理念，为广大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供更加便捷、科学保险服务。

此外，在发布会现场人保财险陕分公司
还与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签订总额度2亿元的
《政融保金融支农融资合作备忘录》。据悉，
自2016年6月全国首批支农融资业务在杨
凌示范区落地以来，人保财险陕分公司已经
向杨陵区涉农客户累计发放融资金额1470
万元，涉及猕猴桃、苗木、生猪等多个农业产
业，累计带动 9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
收。与此同时，人保财险陕分公司还与北京
天下图数据技术、深圳溯安智能科技、以及
陕西上兴源御天气象服务等三家高新技术
公司签署合作框架，未来将引进空间信息及
遥感技术、生物识别技术、人工智能等创新
技术，有效解决了农险存在的工作量大、数
据采集难、经营成本高等问题，实现精确承
保、快速理赔，使农业保险在助推脱贫攻坚
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薛凯

短债基金受追捧
近期，短债基金由于兼具高流动

性和低风险性，成为资金追捧的热点。
南方基金旗下的南方吉元短债债券型
基金于 11月 5日至 11月 16日对外发
售，投资者可通过银行、券商、南方基金
APP、官网等销售渠道认购。南方吉元
短债的拟任基金经理何康拥有14年证
券从业经验，在固定收益投研领域经
验丰富，其管理的纯债型基金——南
方通利基金曾以 2015 年全年收益
15.74%的成绩获评“2015年度一年期
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根据Wind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末，南方
通利基金自成立以来收益率达
29.40%。 杨代利

政策暖风频吹
迎来布局良机

近期A股市场接连迎来重大利
好，面对政策利好不断和较低的市场估
值，敏锐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布局A股市
场抢夺优质筹码。其中，国联安基金将
在11月11日发行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
基金，为投资者布局具有领先优势行业
企业，提供了便捷的投资工具。

作为一只标准的偏股混合型基
金，该基金的股票仓位为60%—95%，
同时可通过港股通投资香港市场，其
投资比例占股票资产比例为0-50%，
从而实现沪深港两岸三市全面布局。
在行业的选择上，该基金则重点通过
三个维度深度挖掘领先行业进行布
局。首先，寻找宏观经济周期与行业
轮动相关性；然后，通过行业生命周期
识别行业景气特征；同时结合国家行
业政策导向，遴选真正具有领先优势
的行业进行布局。 张翌晨

科技创新为农业保险插上“翅膀”

TREK100公益骑行成功举行

瑞华保险与健康同行

人保财险陕西省分公司召开农业保险科技应用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