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融 专 刊 JINRONGZHUANKAN

责编/高鹏 编辑/冯军 马媛媛 美编/高苗 校检/冯莉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5

本报记者冯军摄影报道 11月8
日，榆林市保险行业协会召开“7·26”
特大暴雨洪灾保险救灾总结暨表彰大
会，表彰在“7·26”特大暴雨洪灾中作
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7月26日，子洲县和绥德县发生
特大暴雨洪灾，给子洲、绥德两县带来
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榆林保险业积极
投身救灾工作，迅速行动，及时理赔，
较好地发挥了行业的风险保障和灾害
救助作用。

7月27日，在灾害发生后的第二
天，陕西保监局就下发了《关于做好

“榆林7·26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保险理
赔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延安保
监分局及各保险公司做好救灾理赔工
作。延安保监分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程序，下发《关于做好榆林暴雨灾害保
险理赔服务和应急值守工作的紧急通
知》，要求驻榆各保险公司建立24小时
接报案和应急值守制度，开辟绿色理
赔通道，全力做好救灾理赔工作。7月
29日，陕西保监局在榆林市召开会议，
对做好“7·26”保险理赔服务工作进行
了部署。各省级保险公司紧急动员，
迅速调集全省理赔人员、查勘车辆和
救援设备奔赴受灾两县，确保了救灾
理赔工作的快速有序开展。这次救灾
理赔工作中，全省保险业累计抽调230

多名干部职工参与救灾，各公司主要
负责人也亲往灾区一线指挥。

延安保监分局制定出台了《关于
榆林暴雨灾害涉水出险车辆理赔服务
的指导意见》，提出“快理赔、宽赔付”
的原则。在“快理赔”方面，要求各保
险公司受理要快、查勘要快、定损要
快、理赔要快，对各保险公司提出了

“一万元以内的赔付，必须确保三日内
到账；对全损车辆要先行按照保额予
以赔付；对需要维修的车辆，要先行给
客户预赔一定的维修金，后续根据实
际损失足额赔付”的具体要求。在“宽
赔付”方面，为了简化理赔手续、提高
理赔效率，要求“只要洪水淹没仪表盘
即按全损进行处理，按投保的实际价
值进行赔付”，最大程度地帮助受灾群
众减少损失。此外，对于在洪涝灾害
中失踪的车辆，也要求保险公司简化
理赔查勘手续，只要车主提供车管所
销户手续一项证明材料后，即可进行
理赔。各保险公司积极响应，严格按
照《指导意见》要求开展理赔工作。洪
灾期间，榆林保险业共接到榆林市受
灾报案2036起，预估损失23635万
元。其中：车险报案1593起，初步预
估损失 9146万元；非车险报案443
起，初步预估损失 14490 万元。目
前，各保险公司已结案赔付近8000万

元。其中，车险的结案率已超过
90%，非车险中一些金额巨大、查勘复
杂的案件也随后结案赔付完毕。

新华人寿延安中支、华泰财险榆
林中支神木代理门店荣获“7·26抗洪
救灾爱心奉献特别贡献奖”；平安人寿
榆林中支、人保财险榆林市分公司、合
众人寿榆林中支、永安财险清涧营销
服务部、太平财险榆林市分公司荣获

“7·26抗洪救灾爱心奉献集体”；人保

财险榆林市分公司、平安财险榆林中
支、太平洋财险榆林中支、大地财险榆
林中支、阳光财险榆林中支、永安财险
榆林中支荣获“7·26抗洪救灾先进集
体”；樊凯、延亚军、马睿、史诗、常瑞
涛、常江、刘锦富、惠小刚、苗海鹏、刘
亮亮、李波龙、贾宝军、吕强、石巨辉、
李强、丁泽华、陈蒲萍、郭建荣、王岩、
韦莉、高波荣获“7·26抗洪救灾先进
个人”。

农行榆林分行

全省业务技术比赛获佳绩
本报通讯员熊自栋报道 10月27日，全省农行

第十一届柜台业务技术比赛举行，来自全省的10个代
表队参加了此次比赛，农行榆林分行代表队斩获两个
单项一等奖和团体第四的佳绩。

比赛设机器点钞、单指单张点钞、柜面业务操作、
远程授权、运营后台作业录入5个比赛项目和多指多
张点钞表演项目。经过为期一天紧张的角逐，榆林分
行代表队获得了团体第四的佳绩，创历史新高，被省行
评为“组织奖”。其中，定边支行的张菲菲、榆阳支行的
王兴岗分别获得柜面业务操作和多指多张点钞表演项
目个人一等奖。

本报记者冯军报道 10 月 31
日，大地保险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在
子洲农村商业银行召开受损财险理赔
现场会，向子洲农村商业银行理赔
460万元。

3月30日，大地保险榆林中支承
保了子洲农村商业银行的企财险及家
财险，企财险承保范围包括办公大楼
及所有办公大楼的附属办公设备，家
财险包括子洲农村商业银行全体员工

的房屋主体及附属财产。7月26日，
子洲县遭遇特大暴雨洪灾，子洲农村
商业银行总部大楼地下室被洪水灌
满，所有空调机组、发电机组及各类设
备尽数被毁，城区临街机构和部分乡
镇机构也受到洪水的肆虐侵袭，损失
极为惨重。

在理赔现场会发言中，子洲农村
商业银行董事长高志功说：“灾情发生
后，大地保险公司陕西分公司总经理

杜金琦和榆林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惠登
峰对我行灾情密切关注，第一时间介
入，主动担当，并当场表示先行赔付
10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这让我们很
是感动。”高志功表示：“大地保险公司
在此次洪灾理赔案件中本着‘从快、从
宽、从简’的理赔原则，坚持特事特
办，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努力做到快
查、快定、快赔，最终经过双方反复协
商，确定以子洲农商银行总部大楼为

保险标的，向我行赔付企业财产保险
460万元的理赔款。这充分说明了大
地保险公司是一家理赔机制健全、有
社会责任、有担当正义的良心企业，这
点在理赔速度和服务质量上就可以看
得出来，我行诚心期待与该公司的继
续合作。”

据悉，在本次理赔中，大地保险还
向受灾的子洲农村商业银行的32户
职工赔付29万余元的家财险理赔款。

建行榆林分行

举办健康咨询活动
本报通讯员董超 屈慧报道 为深化银行与客户

关系，提高客户健康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近日，建行榆林分行特邀北京三级甲等医疗机构4位临
床医学专家，分别在榆林、府谷、神木各举办了一场“健
康有道、财富相随”私人银行名医面对面健康咨询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心内科、中医科以及消化内科权威
专家，利用三天时间为多位客户提供了面对面、一对一
的咨询服务，私密舒适的环境、细致周到的咨询服务，
让客户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邮储银行榆林市分行

培训纪检监察干部
本报通讯员刘庆报道 11月3日，邮储银行榆林

市分行举办2017年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班。榆林
市分行纪委书记、监察部全体员工以及18个一级支行
兼职纪检监察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纪检监察员乔盛华就纪检监察工作指
引、监察、“三重一大”等方面的工作分别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讲解。

培训会要求，邮储银行榆林市分行各级纪检监察
干部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加强业务知识学习；要着眼
实际，树立问题导向，并通过学习养成“学思践悟”的良
好习惯；要切实履行职责，把新理念应用到纪检监督、
执纪监督问责等具体工作中，并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执
纪监督工作新任务、新要求，共同推进全市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兴业银行榆林分行

举办法律专题讲座
本报通讯员冯春艳报道 11月7日，兴业银行榆

林分行特邀法宝网的专业讲师举办了一场“安愉人生”
法律专题讲座。

此次讲座主要围绕婚姻家庭、老人与法、遗嘱继
承、房产归属、债权债务、生活诈骗等法律问题展开，授
课老师结合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法律案例，生动形象地
为大家讲解了消费维权、婚姻房产、电信诈骗方面的法
律知识。为充分调动客户现场氛围，活动特设了有奖
问答环节，结合“安愉人生”产品及法律顾问服务内容，
将讲解内容融入问题中，现场气氛活跃。通过回答问
题，进一步加深了对“安愉人生”法律知识服务的认知
和认可，为客户搭建一个完备的专属服务保障体系。

讲座结束后，授课老师还现场解答了客户提出的
相关法律问题。

建行榆林分行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通讯员董超报道 11月8日，建行榆林分行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分
行各党委委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
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
本方略”“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八个方面”“全面增
强执政本领的八项要求”四个方面领会学习了十九大
报告中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变化。

会议要求，全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和总、省行党委工作要求上
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共识，努力推动榆林分行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神木农商银行

举行重阳节座谈会
本报记者冯军 通讯员赵靖伟报道 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充分体现对退休老干部的关心与
关爱，10月28日，神木农商银行在总部七楼会议室召
开了2017年离退休老同志重阳节座谈会。该行党委
班子成员、部门经理和30余名离退休老同志欢聚一
堂，共迎重阳节，共叙同事情，共谋发展路。

会上，该行领导班子与退休老同志们进行了亲切交
谈，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身体和家庭情况，认真聆听
了老同志们对该行发展的意见及建议。退休老同志们
纷纷感谢该行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并对该行今后的发
展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意见，表示愿与全体员工同舟共
济，不忘初心，做到“离岗不离‘家’、退休不褪色”。

“双十一”大战，你有没有“剁手”？在消费盛宴带动
下，本周金融市场不平淡，支付峰值又创新高，网联迎来大
考；电商优惠频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参战；央行则调整

“水龙头”，监管紧盯金融安全……
11月 12 日零时，当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的成

交额定格在1682亿元时，支付宝的支付总笔数达到14.8
亿笔，比去年增长 41％；支付峰值也刷新纪录，为每秒
25.6万笔。

支付峰值屡屡刷新，我们更需要关注支付能力和安全
的提升。本周首次参与“双十一”的网联迎来挑战，按计划
支付宝半数涉及银行交易将通过网联平台完成。事实证
明，这个为纠正第三方支付机构违规从事跨行清算业务等
问题而诞生的清算平台，较好地应对了挑战。

今年“双十一”，你抢购了啥宝贝？会不会有人网上选
购汽车？先别急，8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宣布调
整汽车贷款政策。自2018年1月1日起，自用传统动力汽
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80%，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
放比例为85%，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0%。

其实，在“双十一”中奋战的不仅仅是电商，银行、消费
金融公司等也投身其中。

今年“双十一”，京东商城下单金额累计超过1271亿
元，旗下白条支付7个小时的交易额就已超过去年，而招
行、建行、交行等银行的信用卡也在京东的消费金融榜单
上有名。

金融机构的助力不仅仅体现在提升购买力上，还有为
线上商家提供备货资金。今年“双十一”前夕，超过160万
淘宝和天猫商家从网商银行获得了超过1000亿元贷款，
商家数量同比上升20％，贷款额度翻一番。

今年“双十一”，全球消费者通过支付宝完成的支付总
笔数达到14.8亿笔，境外消费者贡献了不少力量。在消费
全球化浪潮中，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起到的推动作用不
可忽视。10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表
示，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
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
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当然，金融开放的前提是金融安全。本周国务院金融
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
通过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近期工作要点，强调要
坚持稳健货币政策，提高统筹防范风险能力，更好维护金
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周，“剁手族”花钱如流水，但央行却紧了紧“水龙头”，
本周净回笼2300亿元，只在周五当日净投放500亿元。

就在消费者享受线上购物的同时，“小燕子”赵薇或许
不能在证券市场上随心所欲地“买买买”了。9日，由于空
壳收购、误导市场等问题，证监会拟决定对黄有龙、赵薇给
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双十一”的消费盛宴已告一段落，但金融和电商场景
的融合在不断加深，成为拉动消费升级的新动力。

目前，全国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得如火如荼，榆林也不例外，想尽办法
竭尽全力推进此项工作。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有一个行业的作用分外突出，
那就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商业金融
机构。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离不开金融
支持，没有资金，一切都是空谈。金融
支持脱贫攻坚，能更有效地扩大扶贫资
金覆盖面，有助于扶持特色产业，有助
于扶持小微企业，实现扶贫工作从“输
血”向“造血”转变。但是，据笔者了解，
以往金融扶贫工作中也普遍存在着扶
贫对象不精准、措施到户不精准、资金
使用不精准、筹措方式单一等问题。那
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首先，必须精准识别贫困户。现在，
我市各地的农村商业金融机构都做了大
量精准识别工作，给贫困户建档立卡，建
立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制度相对比较完
善。但是，也有一部分介于贫困与非贫困
之间的人口，需要做更细致的工作才能了
解真正的情况，更有些人弄虚作假，以当
上“贫困户”为荣，这就需要农村商业金融
机构联合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不给这样的
人不劳而获的机会。

其次，放贷前应帮助贫困户找准发
展路子。很多贫困户的文化水平不高，
对于怎么发展脱贫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这就需要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有关人
员帮助他们制定好发展规划，具体到搞
什么产业、怎么搞、有什么问题需要解
决等，只有先把发展规划搞好了，才能
有效利用贷款，如果走一步看一步，那
么贷款很可能打水漂。

第三，要搞好信贷后续服务。金融
扶贫，并不是把钱贷出去就算完事，还
要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有些人把钱
贷出来以后，并不发展产业，而是用这
些钱大吃大喝，大手挥霍，这样一来，贷
款就起不到扶贫的作用。因此，农村商
业金融机构应该跟踪贷款的去向，让贷
款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不好好使用
贷款的人，一定要坚决追回贷款，并联
合有关部门给予一定的惩罚。

最后，尽量放低贷款门槛。有些贫
困户由于自身原因，没有资格贷款，这
就失去了发展所需的资金。农村商业
金融机构应该尽量放低门槛，设置多种
贷款品种，让更多的贫困户获得所需资
金。同时，应尽量简化程序，把服务做
到最好。

发挥风险保障和灾害救助作用

市保险行业协会表彰保险救灾先进

大地保险公司榆林中心支公司

向子洲农商行现场赔付460万元

向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

做好金融扶贫工作
冯军

业务范围：向公司客户提供对公账户结算、票据贴现、POS机、支付密码
器、企业网银、公司理财、融资授信等各项金融服务与产品。

向个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个人或家庭银行产品及服务，包括本外币存款、
个人理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通、基金、个人贷款、本外币信用卡、贵金
属、外币兑换、国际汇款等业务。

地址：榆林市榆阳区金沙路91号（泰和时代一楼，和顺雅苑对面）
咨询电话：0912—3268618

中国银行榆林东沙新区支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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