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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工商银行苏州分行顺利
为盛虹炼化（连云港）有限公司1600万吨/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发放项目银团贷款5.8
亿元，标志着该笔融资总额达415亿元的
江苏省最大银团贷款正式落地。

制造强国，苏州工行有担当。今年以
来，苏州工行深入贯彻落实金融支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强化对制造业的
金融服务。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是江苏
省历史上投资最大的民营制造业项目，是
连云港市产业强市一号工程。苏州工行
作为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银团贷款的牵
头行，于今年8月12日历经20个月完成
了415亿元的项目闭团，同时出资50亿元
支持该项目，并率先完成5.8亿元首笔贷
款投放，体现了国有大行、服务民营经济
主力军银行、银团牵头行应有的责任担
当。苏州工行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响应国
家和省市政府的号召，推动地方经济与金
融业共赢发展，迈出助推“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坚定步伐。

扩大内需，苏州工行出实招。今年
以来，工总行出台加强民营企业综合金
融服务的多项举措，旨在加强对民营企
业的精准支持，苏州工行响应工总行号
召，积极将金融“活水”引向民营经济，畅
通国内大循环，助推民营企业走向世界、
引领全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盛虹

集团是从苏州吴江盛泽走出来，经过27
年的历练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始终专
注实体经济发展，不断聚合资源、聚力创
新，构建出一条从印染、化纤到石化、炼
化的新型高端纺织产业链，是国内乃至
化纤行业的龙头企业,凭借2019年营业
收入 278.7 亿美元营业收入，2020 年首
次跻身世界500强企业行列，走出了一
条领跑行业、高质发展的“盛虹之路”。
苏州工行全力支持盛虹集团加快炼化一
体化项目投产，不仅对优化全省产业布
局、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
而且能打破国外产品垄断，提升我国石
化产业的国际话语权。

区域发展，苏州工行再出发。据了
解，仅今年下半年，苏州工行就先后与张
家港、昆山、吴江等地政府和重点企业签
署了多份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并在全市重
大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集约式发展等领
域，综合运用“贷款+债券+股权+代理+租
赁+顾问”等各类金融产品和综合金融服
务，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在加快形成“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发挥金融更
加重要的作用。

苏州工行表示，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
银团贷款首笔5.8亿元成功提款，是该银
团项目面向未来深化合作、共创辉煌的新
起点。 徐婷婷

李女士是中国人寿的老客户。她家庭
和睦，一对儿女乖巧可人，老公也经营着自
己的小生意，一家人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
也幸福美满。

近段时间，李女士一直觉得腹部有微
微痛感，平时忙于照顾家人一直也没太当
回事，所以便一直拖着没去医院检查。原
想着过段时间会有所好转，却没想到稍干
一点活，就不停地出汗，脸色也越来越苍
白，而且小腹疼痛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不
得已，李女士赶紧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
一系列检查后，医院得出初步结论：宫颈
癌。

容不得考虑，在家人的陪同下，李女士
前往医院接受治疗。高昂的诊疗费用使得
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儿子和女儿都还小，而家里的小生意也因
为疫情受到很大影响。得知李女士患病
后，亲朋好友你五百她一千，纷纷解囊相
助，但李女士的化疗费用较高，无奈之下他
们尝试发起网络众筹，但是所筹资金比起
治疗费用依然是“杯水车薪”。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李女士老公
想起来他们好像是买过什么保险。在老公
的提示下，李女士方才想起来自己曾在中
国人寿买过重疾险。拨通了中国人寿的客
户服务热线95519。

接到理赔报案电话后，中国人寿理赔
人员及时与李女士互加了微信，告知她需
要准备好身份证、银行卡和确诊病历资料
以备理赔使用。这让李女士一家看到了曙
光。

病理报告结果出具后，李女士第一时
间告知了中国人寿理赔人员。但此时李女
士刚好在外地治疗，这给正常的理赔调查
带来了不便。面对现实情况，理赔人员及
时沟通汇报，首先通过视频调查确认了李
女士住院治疗的事实，然后又通过线上理
赔方式为客户申请理赔，上传资料后开通
理赔绿色通道，于当日结案并将10万元赔
款转入李女士账户。“怎么也没想到是保险
理赔款让我后续的治疗更有保障，更没想
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居然这么快。”收到赔款
后，李女士内心满是感激。 叶熹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农产品稳产保供、生猪生产供应等系列决
策部署，农业银行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出台专项政策，加大信贷
投放，提高服务效率，切实做好相关金融服
务工作。截至9月末，共确定4861家重点
支持企 业名单 ，对名单内企业授信
3223.88亿元，较年初增加888.68亿元；贷
款余额1780.75亿元，较年初增加455.21
亿元，增速达34.4%，大幅高于全行贷款平
均增速。

出台政策，加大支持力度。今年以来，
农行在客户准入、办贷流程、审批方式、抵
押担保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确保客户能
够“进得来、贷得到、贷得起、贷得快”。同
时，明确提出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受困的客
户，严格执行“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政
策，通过贷款展期、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
贷款等方式，支持其渡过难关。

创新方式，降低疫情影响。农行在每
个县域支行指定专门部门或网点，受理农

产品稳产保供类客户金融需求，并主动向
地方政府报告，同时通过电视台、报刊、互
联网媒体等向社会公布。疫情期间，农业
银行大力推进“惠农e贷”网络融资、“惠
农e付”线上支付、“惠农e商”农村电商
等互联网“三农”金融服务，为广大客户提
供便捷的金融服务。截至9月末，“惠农e
贷 ”余 额 达 3483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长
76.6%。

加强合作，发挥支农合力。农行积极
对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稳产保供重点企业
名单，合作创新批量对接服务模式，提升服
务效率。积极落实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和
财政贴息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深化与农担公司、农业保险公司等机构合
作，共同解决涉农客户抵押担保难问题。
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村“两委”的沟
通协调，利用政府增信、村“两委”推荐等方
式，有序推进贷款投放，加快创建信用村、
信用户，创新有效服务模式，全面加强金融
服务。 鲍春晖

为从严从实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苏
州建行开展了纪检干部“讲政治强担当守底
线”纪律作风建设活动，近期，该行各派驻纪
检组分批召开纪律作风建设查找差距专题
会，坚持以检视问题为基础，持续开展补短
板强弱项。

检视剖析有准备
各派驻纪检组通过学习研讨、基层调

研、个别访谈、组内谈心等方式广泛征求意
见、自我查摆问题，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
料。苏州建行纪委强化事前把关，纪委办主
要负责人对所辖全部8个派驻纪检组的会议
方案和检视剖析材料逐个进行审核，对剖析
问题不深、不实的派驻纪检组材料予以退
回，督促其重新查摆问题、深刻检视剖析，为
专题会召开做好充分准备。

红脸出汗有“辣味”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各派驻纪检

组的专题会都开门见山、直指问题，聚焦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着重从个人主观方面认真
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会上，组员
之间抛开情面、坦诚相对，坚持问题导向、
对事不对人，不管自检还是互评都“辣味”
十足，达到了红脸出汗、洗澡治病的良好
效果。

“开门开会”有监督
苏州建行纪委办指派专员列席各派驻

纪检组的专题会，并邀请驻在行的特约监督
员参会，对派驻纪检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情况进行监督指导。特约监督员结合自身
岗位，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分行纪委办
专员则对会议整体情况、派驻纪检组及全体
组员纪律作风情况进行点评，指出不足，提
出改进意见。双重监督、开门办会，确保专
题会不偏不虚、取得实效。 简雯

光大云缴费聚焦便利性金融，依托创新
开放的服务模式，不断加强跨界生态赋能，全
平台本年活跃用户已突破4亿户，服务规模
持续高速增长，服务便民缴费次数达15亿
笔，持续领跑便民缴费产业。

据介绍，云缴费一端连接收缴单位，一端
连接各大线上平台，将中国各类缴费服务、各
种缴费渠道、支付结算功能进行标准化整合，
让用户随时随地通过任何渠道，都可轻松缴
费。目前，云缴费平台提供的便民服务项目
已突破9500项，涵盖水、电、燃、有线电视、财
政非税、社保、交通罚没、医疗、教育等20大
类，基本覆盖居民生活、企业生产和政务服务
的方方面面。

目前，云缴费已经与微信、云闪付、美团、
爱奇艺等各类大型机构以及几十家银行同业
等550余家大型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基

本实现中国主流服务平台全覆盖。
光大云缴费助力了各级各地政府和机构

便民服务线上化。今年以来，云缴费持续拓
展接入各类便民缴费项目2300余项，重点发
力社保代收服务，简化社保缴纳流程，提供智
能化服务，实现社保缴费查询、社保缴纳、医
保缴费后凭证获取等多项功能。同时，联合
微信等8大流量入口开展社保代收专项营销
活动，推出一系列优惠立减活动，现已成为城
乡居民社保缴纳的重要渠道。

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光大云缴费运用
新技术，不断强化科技系统能力，提供接口、
小程序、H5、APP、托管平台等多种解决方
案，单日系统支持能力达1亿笔以上，交易处
理时间小于100毫秒，TPS达5000笔/秒，系
统能力显著提升，为云缴费服务提供强有力
的系统保障。 丁明华

近日，2020中国保险年度排行榜在云南
举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人寿”）凭借在改革转型、产品服务、
科技创新、慈善公益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荣列

“2020年中资人身险公司综合竞争力排行榜
10强”第一名。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加速科技化创
新。中国人寿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快速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强力发挥科技赋能作用，有效保
障业务发展和客户服务。“科技国寿”建设成
果加速投入应用，从容应对了疫情带来的远
程办公、线上销售、线上服务等全方位考验，
公司经营运行有序有效，科技实力加速转化
为生产力，科技赋能跃上新台阶。公司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深化服务卓越型企业建设，
持续推进运营服务向集约化、智能化、生态化

转型升级。上半年，公司个人客户无纸化投
保率接近全覆盖，理赔时效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数字化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据了解，《2020中国保险年度排行榜》立
足我国保险企业发展和市场开拓方向，关注
地域保险竞争的核心指标，用数据反映市场
现状，旨在为市场主体提供市场布局的有益
参考。

中国人寿表示，公司将继续围绕“重振国
寿”战略部署，深入实施“鼎新工程”，以强化
高质量发展和优化业务模式为目标，切实加
强各领域能力建设，在建设国际一流寿险公
司的道路上，持续增强公司发展实力，用稳健
的业绩表现倾情回报股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与信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保驾护
航。 叶熹

今年年初，张家港市瑞和种养专业合作
社生产的 22 吨鹌鹑蛋因受疫情影响滞销，
张家港农商银行常阴沙支行在为合作社发
放省农担贷款150万元的基础上主动降息，
支持其渡过疫情难关。3年多来，张家港农
商银行先后发放450万元贷款助力合作社扩
大养殖规模，实现年养殖鹌鹑90万羽，日产
蛋 6 吨，销售覆盖本地各大商超和集贸市
场。图为该行客户经理走访养殖基地了解
鹌鹑蛋的产销情况。 薛芸/摄

2017 年苏州博铭晟新材料有限公司成
立之初，张家港农商银行塘桥支行为其量身
定制200万元设备抵押贷款，帮助企业渡过
困难时期，之后又陆续为企业投放信保贷融
资500万元。近年来，企业通过加大技术投
入，被认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
逐年上升，实现年产值近1.5亿元，企业生产
的功能性薄膜在国内市场份额超60%，走在
细分行业前列。图为该行信贷人员走访企业
车间了解生产情况。 薛芸/摄

张家港农商银行伴随小微企业成长首发5.8亿元！

苏州工行盛虹炼化一体化
银团项目落地

中国人寿：
重疾来袭，让保险“赔”伴战斗

农行大力支持
农产品稳产保供

讲政治强担当守底线

苏州建行高质量建设纪检队伍

持续深耕便民缴费产业

光大云缴费本年活跃用户
突破4亿户

2020中国保险年度排行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