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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真想不到 20块钱能起那
么大的作用，中国人寿理赔快、服务
好，非常感谢！”2月 6日，马佰胜接过

中国人寿梁园支公
司送来的赔付款时
激动地说。

马佰胜是梁园
区刘口乡的一名农
民，也是国寿农村
小额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的投保人。去
年 12月 20日，马佰
胜经过 310国道转
盘时意外摔伤，随
后在梁园区中医院
住院接受治疗。中
国人寿梁园支公司
接到报险后，理赔
勘察人员第一时间
赶赴医院进行情况
调查并登记。马佰

胜出院递交了理赔申请后，梁园区支公
司迅速理赔，医疗赔付款 4000元。

据中国人寿梁园支公司副经理潘冬

介绍，农村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费
低保额高，适于低收入人群投保，实际每
人每年仅需缴费 20元，即可获得最高 2
万元意外保障，其中意外医疗保险金最
高达 4000元、伤残死亡保险金最高可达
16000元。对农民来说，只要花 20元保
费，就能获得一整年的人身保障，无疑是
减轻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当天，中国人
寿梁园支公司共向 5个遭受意外事故的
家庭送去理赔款 56000元。

农村小额人身意外保险作为一种有
效的普惠金融扶贫手段，改善了低收入
人群长期以来事后应对风险的方式，能
够有效缓解农民群众因灾或意外事故返
贫、致贫等问题，对提高低收入群众的
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
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维护农村社会
稳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
大意义。

文/ 本报记者 张 潘
图/ 本报记者 邢 栋

本报讯 2月 5日，中国平安宣布音乐
创作人李健成为集团 2018年新晋品牌大
使，为集团旗下保险、银行、投资及科技创
新业务代言，并全面参与中国平安集团成
立 30周年的系列品牌及公益活动，用音
乐诠释“三十，更懂你”。

李健在艺术领域追求卓越的态度，与
中国平安“专业，让生活更简单”的品牌理
念一致。一直以来，中国平安坚持“简单
交给客户,复杂留给自己“的宗旨，基于领
先科技、专业人才，让客户的金融生活更
加简单，让客户省时省心省力，享受品质
生活。目前，中国平安已成为全球领先的
综合金融品牌，品牌价值始终保持行业领
先，并连续数年在综合实力、公司治理和
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广受海内外评级机
构和媒体的认可与好评。2017 年 《财
富》 世界 500强榜单中，中国平安位列
39 位，稳居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一；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 2017年“全
球上市公司 2000强”排行榜中，中国平
安则位列第 16位，居全球多元保险企业
第一；在 2017年度“BrandZ最具价值全
球品牌 100强”榜单中，中国平安蝉联
全球保险第一品牌。

2018年是中国平安成立 30周年，平
安将以“三十，更懂你”为主题，面向
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开展全面回馈
活动，感恩社会，激励员工，回馈客
户，提升服务与产品体验。而李健的众
多音乐作品，给人以强烈的情感慰藉，
宁静而又充满温暖和希望的力量，与中
国平安坚持的品牌精神理念亦不谋而
合。在成立 30周年的感恩回馈活动中，
中国平安将与李健先生一起，用音乐诠
释“懂你”，以行动践行感恩。

中国平安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平安创立 30周年。平安会
围绕“懂感恩，助未来”，将“懂”进行
到底，懂得客户所需，懂得国人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懂得感恩与回馈社
会。如同音乐所带来的心灵共鸣，平安
与李健先生携手，将把中国平安的品牌
理念和感恩回馈行动更好地传递给社会
与公众。 通讯员 余朋杰

本 报 讯 1 月 29 日 ，中 信 银 行
（601998）发布业绩快报，2017 年中信银
行实现营业收入 1567.17亿元，同比增长
1.91%，银行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0.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66亿元，同比增长 2.25%，银行行业平
均净利润增长率为 4.64%。

中信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经济金
融政策和监管要求，持续推进战略实施，
深化经营转型，强化内部管理，在“调结
构、强管理、抓创新、控风险、夯基础”等
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实现了效益、质量、规
模协调发展，经营情况总体符合预期。

经营效益保持增长。2017年度，该行
实现营业收入 1,567.17亿元，比上年增长
1.91%；利润总额 522.76亿元，比上年下降
4.27%；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425.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5%。资产质量持续
改善。截至 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
1.68%，比上年末下降 0.01个百分点；拨备
覆盖率 169.44%，比上年末上升 13.94 个
百分点。规模调整符合总体规划。截至
2017年末，该行资产总额 56,776.91亿元，
比上年末下降 4.27%；归属于本行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996.3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5.38%。 通讯员 谢世杰

中国人寿农村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小保险大保障

中国人寿梁园支公司向农村小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受益人支付理赔款

中信银行
2017年净利润425.66亿
同比增长2.25%

理财非存款 投资须谨慎

音乐人李健
成为中国平安品牌大使

资金流动性强的短期项目
“绵阳军民融合项目”是一款一年期政信类

项目，期限短，资金的流动性有优势。项目起投
额度为 5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7.2%~7.6%，
按照自然季度付息，到期一次性返还本金。

项目所募资金全部用于四川绵阳当地的
军民融合产业园配套项目建设。项目的发行
人是绵阳富乐投资有限公司，由绵阳市游仙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00%控股；担保
人是绵阳游仙军民融合发展有限公司，由绵
阳市游仙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100%控股。绵阳
富乐管委会还将其应收账款作为质押，质押额
共计 2279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8.5%的稳健项目
“贵州都匀基建项目”期限是 2年，起投额

度为 5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7.8%~8.5%，按
照自然季度付息，到期一次性返还本金。

“贵州都匀基建项目”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
都匀经济开发区建设工程，项目的回购主体为都
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项目发行人是贵州清水
江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其股东背景为都匀经济开
发区财政局和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
司。项目担保人是黔南东升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股东背景是黔南州国有资
产监管局、都匀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和中国农发重
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担保能力有保障。

新年伊始，正值投资理财的热潮，优质项
目，额度有限，感兴趣的投资者请尽快预约。
凡投资成功的新老会员，除获得米、食用油、
洗衣液等常规赠品外，还将获得春节对联大礼
包一份。详情请咨询商丘报业华商理财俱乐
部，电话：0370-8127779，地址：归德南路 6
号（商丘日报社旧址一楼）。

本报记者 霍天艳 张 潘 整理

本报讯 蓝图宏伟催人奋进，坚定
信心再踏征程。2月 7日上午，商丘市
农信社召开了 2018 年度工作会议。会
议总结了全市农信社 2017 年各项工作
开展情况，对 2018 年改革发展的目标
和重点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

会议上，市农信办党组书记、主任
李建兵指出，2017年全市农信社加速体
制改革，推进业务发展，防控金融风
险，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品牌形象，强
化党的建设，主要任务目标圆满完成，
整体工作呈现出向上、向稳、向好、向
新、向正的良好态势，实现了改革和发
展“双丰收”。

在肯定 2017 年工作成绩的同时，
李建兵又明确了全市农信社 2018 年工
作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三大任务”，落实省联社“建设一流银
行、争创一流业绩”要求；坚持“稳、
严、实、细”和转观念、强管理、练内
功、树形象，以加强党建工作为统领，
以流程银行建设为抓手，以创建标杆银
行为目标；围绕夯基转型、规范管理、
创新发展，科学制定 2018年~2020年 3
年战略发展规划，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力争在创一流业绩上有新突破，
在做一流品牌上有新成效，在展一流形
象上有新变化，在建一流银行上有新进
展，为乡村振兴和商丘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2018年新增存款
100亿元，新增贷款 70亿元，电子银行
替代率达到 79.5%，不良贷款率控制在
5%以内，资本充足率达到 11.5%以上，
拨备覆盖率达到 160%以上，成本收入
比控制在 36%以内；上半年，全面完成
辖内农商银行组建工作，年内，至少创
建 1家省级标杆银行，圆满完成安全运
营没目标及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

随后，李建兵围绕加强学习、巩固
改革成果、服务实体经济、提高信贷质
量、强化合规经营、加强党建工作六个

方面对 2018年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上，市农信办还对全市农信社

2017年度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进行了
表彰，部分先进单位及先进工作者作了
典型发言，各县级行社理（董）事长向
市农信办递交了 2018 年度目标管理责
任书，各行社负责人分别围绕“双一
流”目标创建及农商银行组建开业，就
当前工作开展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进行
了汇报讨论。

文/ 通讯员 夏 春
图/ 本报记者 邢 栋

夯基转型促改革 凝心聚力谋发展
——商丘市农信社召开2018年度工作会议

新年理财推荐：
风控措施有保障 安全稳健收益高

“绵阳军民融
合项目”和“贵州
都匀基建项目”两
款政信类理财项
目是商丘报业华
商理财俱乐部联
合 30 多家党报和
都市报一起向会
员推荐的，不仅
预 期 收 益 率 较
高，而且风控措
施有保障，属于
风险可控的稳健
型理财项目。

市农信办党组书记、主任李建兵为先进管理型支行颁发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