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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秦财富

6月10日，北大方正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在西安
君乐城堡酒店举办了开业仪
式。至此，北大方正人寿已完成
国内第十家省级分公司的机构
布局，意味着公司服务网络进一
步拓宽，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再
添新丁。同时，这也标志着北大
方正人寿立足陕西区域，在布局
西北地区寿险市场上迈开了重
要的一步。

据悉，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是由北大方正集团有限
公司、明治安田生命保险相互会

社和海尔集团旗下的海尔集团
（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联合
组建的一家中外合资保险机构，
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于2002年11月28日正式
成立，总部设立在上海。众所周
知，日本是著名的保险强国，经
过100多年的发展，日本保险密
度和保费收入均居世界前列。
从北大方正人寿的资方背景来
看，日本保险这一外资力量，无
疑成为了北大方正人寿最为强
有力的核心竞争力，其经营理念
以及产品设计将成为市场最大

优势，此次北大方正人寿进驻陕
西，使得陕西保险外资力量在中
意人寿之后进一步得到扩充。

北大方正人寿首席个险执
行官兼陕西分公司总经理张卫
鹏在开业仪式上表示，北大方正
人寿先后与北大国际医院、北大
医疗康复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积极推动“保险+医疗”资源
整合。充分借助科技力量升级
客户服务能力，优化创新服务模
式，如推出微服务系统、“关爱家
care+”健康服务APP、“闪赔”服
务等，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为便

捷、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
当天开业仪式上，该公司还

特别举办了孤独症儿童公益募
捐活动，捐赠对象为“西安市碑
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该
教育中心为广泛性发育障碍导
致的孤独症儿童提供学龄教育
与康复训练。多年来，孩子们多
次参与演出，在此过程中，他们
战胜自我，锻炼了与人沟通的能
力。开业仪式上，在老师的带领
下，孩子们进行了非洲鼓的感恩
节目演出。

本报记者杨代利

为积极响应中央和省上战
略部署，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6月10日，由陕西金融控股集
团（以下简称陕西金控集团）、上海
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合力
助力协力——陕西省结构调整
（纾困）基金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

据悉，该基金规模50亿元，
运营主体为陕西省结构调整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
陕西金控集团基石出资 14亿
元，并联合上海爱建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

司，吸引证券行业支持民企系列
资管计划、民间资本等市场主体
共同发起组建。基金采用“双
GP+投资顾问”的运营管理模
式，围绕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坚持市场化商业原
则；通过采取战略性、财务性等
差异化的投资策略，为我省上市
公司平台、优势主导产业、战略
新兴产业提供多样化的投资产
品和后期增值服务，以拓宽实体
企业的融资渠道，助推民营企业
资产重组，推动上市公司结构治
理，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全力

解决民企的长期资本需求。
启动仪式现场，陕西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局长苏虎超在讲话中
指出，设立陕西省结构调整（纾困）
基金，符合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
署，契合当前全省发展的迫切需
求，体现陕西金控集团的政治担当
和功能职责，也展现爱建集团、海
通证券的能力担当和社会责任。

陕西金控集团董事长刘红旗
在《政治担当与商业可持续》的
主题分享中表示，政治担当不仅
是践行中央的要求和指引去扶
助民营企业，也是中国金融机构

重新认知经济规律，尤其是助力
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的历史责任。他强调，推动陕
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要纾战
略新型产业成长之困，而不是纾
僵尸企业、传统过剩产业之困。
结构调整基金会依据“具有扶助
实体经济政治担当，也具有商业
可持续现实基础”的标准，重点
向上市公司、优势主导产业、战
略新兴产业三类企业实施救助；
帮助民营企业推倒限制发展的
围墙，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 本报记者杨少卿薛凯

支持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省结构调整(纾困)基金启动 夏粮收购工作事关我省粮食安全、
市场稳定和农民增收，2019年夏粮收
购在即，为维护种粮农民利益，农发行
陕西省分行高度重视信贷支持夏粮收
购工作，将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截至5月末，该行已筹
集35亿元信贷资金，确保收购工作平
稳有序进行。

据了解，该行在4月份就集中开展
2019年粮油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截至5月末，已完成170多户各级储备、
购销企业和龙头加工企业的评级工作。
将粮油收购贷款资格认定权限下放至地
市分行，在5月下旬完成2019年粮油收
购贷款资格认定工作，共有128户开户
企业参与夏粮收购。同时，该行切实加
大客户营销力度，出台专项考核方案，先
后走访粮农集团、西瑞集团、油脂集团、
省储备粮管理公司等大型粮油企业，支
持粮食全产业链发展。目前，正在营销
对接新的购销企业、龙头加工企业、民营
小微企业28户，以提高农发行粮油收购
市场份额，服务我省粮食安全。

为方便广大农民朋友就近卖粮，该
行所辖各县（区）支行配合当地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与具备收购资格的粮油收
购企业共同筹划，在全省各收购县（区）
设立收购网点170多个，可实现夏粮收
购县（区）全覆盖，做到收购不留“空白
点”，为农民朋友提供便利，降低运输过
程中的损耗和费用。

截至目前，该行已筹措收购资金
35亿元，能够满足全省夏粮收购资金
需求。该行在夏粮收购期间实行收
购信贷资金优先安排、优先落实，确
保收购资金贷款不脱节，资金供应不断
档，做到“钱等粮”，让农民“粮出手、钱
到手”。 本报记者薛凯

陕西保险再添丁

北大方正人寿进驻陕西

农发行陕西省分行
多措并举支持夏粮收购

本报咸阳讯（记者李小刚）
6月10日，咸阳市召开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这标志着
从即日起，该市将全面启动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

咸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加快推进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他们将在秦
都、渭城、高新区、大西安（咸阳）
文体功能区、新兴纺织工业园完
善投放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将利
用单位、小区现有生活垃圾收集
点和物业管理用房，建设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智能分类投放和积
分兑换设施，并同步打造积分兑
换软件平台，以积分奖励的形式
提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为了示
范引领垃圾全程分类，该市将建
设秦都区渭西办、西兰办，渭城区
文汇办三个街办为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以三个示范街办为基
础，以点带面，逐步将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扩大到全市城区。

此项工作预计在2019年底
前，咸阳市建成区公共机构生活
垃圾分类覆盖率将达到 100%、

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不低于60%，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不低于 18%。到 2030 年
底，居民小区覆盖率不低于
80%，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
低于35%。

其中，生活垃圾按照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进行分类。按照此投放标准，
将于本月底制定出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指南，并建立各辖区、行
业分类投放监管体系和分类投
放台账。

本报安康讯（记者 吴琛）6
月11日凌晨3时18分，安康消防
支队接到报警，位于安康城区三
桥南头的农贸市场水果批发区突
发大火。消防人员到场后了解
到，失火处位于农贸市场水果批
发B区的一栋二层钢结构板房，二
楼有1名被困群众，现场指挥部
组织攻坚组三次深入火场内攻救
人，由于浓烟高温，被困人员位置
难以确定，三次内攻均未成功。

10点 40分左右，被困人员
被找到时已不幸身亡，死者为女

性，今年50多岁。
据消防初步统计，火灾过火

面积800平方米，相关损失还在
统计中，火灾原因正在同步调查。

本报榆林讯（常惠国记者 李波）
“谢谢，太感谢你们了。我弟就这一
个孩子，孩子又不愿与人交流，如果
丢了或遇到坏人，他可怎么办啊。”
在榆林火车站派出所执勤车上，男
孩小科的三爸激动地向民警表示感
谢。6月11日早晨，小科的父亲带着
小科出门工作，由于疏忽大意，小科
走丢了，小科的父亲整整找了4个小
时，没想到小科独自一人到了十多
公里外的火车站，幸好被铁路民警
及时发现。

6月11日10时12分许，榆林车
站派出所民警接客运值班员电话
称，发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在车站
进站口处玩耍，非常危险，立即通知
执勤民警前去制止。民警发现该男
孩不愿与人沟通，语言吐字不清并
且毫无逻辑，遂将该男孩带至公安

执勤车询问，民警给男孩买了零食，
耐心沟通，男孩才开口说出了自己
的姓名和父亲的姓名，然后就一言
不发。

由于男孩无法沟通，无法得知
男孩是否有家人陪同，随后民警通
过调查，确定男孩是独自一人来到
火车站。民警判断男孩应该是本地
人，遂立即与榆林市报警平台联系，
经过多方沟通，最终通过其户籍所
在地派出所联系到孩子的父亲，因
孩子父亲怀疑孩子回老家了，已回
老家去找孩子，就让孩子的三爸去
火车站派出所接孩子。

铁路民警表示，作为孩子的家
长，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出去一定要
让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以免
孩子走失，如不小心走失，一定要第
一时间报警。

本报杨凌讯（彭佳涛记者薛保华）
6月 11日早晨 7点左右，杨凌汽车
站售票班班长魏云霞发现一名女
孩愁眉苦脸，并且不停地在车站
门口徘徊。见此情况，魏云霞及
时上前询问，还没开口女孩已经
泪流满面。原来，女孩姓刘，家在
甘肃省平凉市，今年刚刚参加完
高考，打算来杨凌看看报考的学
校，却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无法
回家。

得知女孩这个情况，魏云霞
立即上报值班站长王拥军，王拥
军一边安抚女孩情绪，一边立即启

用车站“爱心基金”为女孩购买了
一张去往平凉的车票，并买来水和
吃的东西。随后, 王拥军联系上了
女孩的家人，告知已买好车票将其
送回。班车临出发前，王拥军还
再三叮嘱班车司机，路上要多加
照顾，一定要将女孩送到平凉，让
她安全到家。

据了解，从2011年起，杨凌汽车
站就组织员工自发捐款成立了“爱
心基金”，该基金的成立，主要是为
了乘客遇到突发状况，购买车票回
家使用。至今已经使用爱心基金救
助旅客有100余人次。

女孩钱包丢失汽车站爱心基金助回家

咸阳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年底前公共机构全覆盖

安康一农贸市场突发大火
一名被困群众不幸身亡

父亲大意孩子走失榆林铁警帮忙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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