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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东莞农商银行推出“湾融通”品牌

涵盖“建湾区”、“兴产业”和“助民生”三大系列创新产品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孙璐

在东莞市全面部署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工作之际，5 月 16 日， 东莞农

商银行在总行举行“湾融通”金融服务

品牌发布会， 现场发布了涵盖“建湾

区”、“兴产业”和“助民生”三大系列创

新产品的“湾融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

型升级及民生福祉改善等提供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

建湾区， 全力支持湾区基础设

施建设

东莞农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建设世界级湾区， 关键在于互联互通，

根基在于基础设施建设。 面对即将升温

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浪潮及基

建类融资需求， 东莞农商银行将设立

2000 亿元信贷资金， 提供现金管理、资

产增值等多维度金融解决方案，全力支

持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桥梁、轨道交通

等各项公共设施，以及三旧改造、工业

厂房、 产业平台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东莞及珠三角

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以“湾区基建贷”为例，该产品主要

服务对象是参与道路、 桥梁、 环保、通

讯、水电、燃气等基础设施的新建、扩建

和改建等市政项目建设的建筑工程企

业；对于此类企业，东莞农商银行通过

“湾区基建贷”， 给予期限最长 8 年、最

高不超过总投资 80%的授信额度，让企

业在额度范围内根据自身需求灵活用

款、还款，既保障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

又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兴产业， 全力支持湾区产业体

系升级

今年以来，东莞大力实施城市品质

提升、发展空间拓展、产业体系升级等

工程，着力打造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

心”。 为更好地支持东莞产业集聚发展，

东莞农商银行创新制定了“湾区厂房一

站通”金融配套产品，为湾区工业厂房

新建扩建、升级改造、分割转让到企业

购置等一系列活动提供全流程金融服

务，有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降低企业

经营成本。

与此同时，东莞农商银行不断创新

金融思维模式，向湾区企业提供从企业

开户、发展壮大到走向世界的一站式金

融服务。 具体包括“湾区银政通”、“投资

一站通”、“湾区汇兑通”等服务类产品，

为湾区企业提供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

境内外投资基本信息登记、变更、资金

划转等一站式资金汇兑解决方案；还有

“智造科技贷”、“智造技改贷”等融资类

产品，为湾区智造企业及市政府扶持的

节能、 技改名录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开

通绿色办贷通道， 助力大湾区产业升

级。

助民生， 全力支持湾区改善民

生品质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围绕“湾区都

市、品质东莞”的新定位，东莞农商银行

专门为提升湾区生活品质推出综合金

融服务，提高湾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

民生事业发展水平，支持绿色环保产业

发展， 提升大湾区的幸福生活指数，打

造宜居宜业的品质新城。

针对湾区内优质个人客户，东莞农

商银行全新发行了集融资、消费、便民

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湾区一卡

通”主题银行卡，融资最高额度达到 880

万，还款方式灵活，申请便捷、审批高

效，还有很多便民优惠和增值服务。

在“湾融通”品牌发布会现场，东莞

农商银行与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控股有

限公司、东莞水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及东莞科技创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向多家著名企业

颁发了战略合作牌匾。 东莞农商银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重大历史机遇， 东莞农商银行发布

“湾融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就是要向

支持大湾区建设发出最强音。 东莞农商

银行将集合“绿融通”“校融通”“银医

通”“智融通”“园融通”与“湾融通”六大

创新产品体系， 全方位支持东莞的环

保、教育、健康、智能制造等各领域，以

金融服务助力东莞实现天更蓝、 水更清，

以金融科技助力东莞教育加速发展，以

金融产品助力东莞医疗服务更加完善，

以金融创新助力东莞产业转型升级。

东莞农商银行表示， 未来将坚持

“客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经营理念，大

力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积极构建产业与金融相融合的生态

圈，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及个人提供

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助力“湾区都市、品

质东莞”建设，谱写粤港澳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日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分公司向信息时报记者介绍，

5 月 16 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了

2019 年“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排行榜

（Forbes Global 2000）。得益于营业收入、

利润、资产规模、市值等各项指标的稳

健增长， 中国平安跻身全球第 7 位，较

去年提升 3 位，蝉联全球多元保险企业

第一位；在全球金融企业排名中，中国

平安名列第 6 位； 在中国入围企业中，

中国平安排名第 4 位。

中国平安总市值近

1.5

万亿元

据介绍，《福布斯》杂志每年评选出

“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 该榜单被视

为全球最权威、最受关注的商业企业排

行榜之一，排名以营业收入、利润、资产

和市值的综合评分为依据。 根据 2019

年榜单， 中国平安榜单期内的营收为

1518 亿美元， 利润 163 亿美元， 资产

10383 亿美元，市值为 2202 亿美元。《福

布斯》评价，少有行业能像保险业那样

有极强的金融实力与盈利能力，保险巨

头们正在超越《福布斯》全球榜单中最

具实力的公司，其中受科技驱动的中国

平安在全球保险公司中排名第一。

据介绍，在“金融+科技”、“金融+生

态”的战略规划指引下，中国平安 2018

年整体业绩实现稳健增长，营业收入达

9768.32 亿元，同比增长 9.6%；净利润为

1204.52 亿元，同比增长 20.5%；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4.04 亿元，同

比增长 20.6%；公司总资产 7.14 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10%。 截至目前，中国平安

总市值近 1.5 万亿元。

2018 年，中国平安持续推动“科技

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

融”。 一方面， 公司凭借全球领先的科

技，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云等技术，

助力金融业务降本增效， 强化风控，优

化客户服务体验， 让金融更有竞争力。

例如，平安寿险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幅

提升承保、保全、理赔等服务时效，升级

“智慧客服” 后 96%的投保申请通过人

工智能自动核保完成；得益于“闪赔”服

务持续升级， 平安寿险 2018 年全年理

赔案件超 60%案件在 30 分钟内完成赔

付。 平安产险“510 城市极速现场查勘”

服务能力进一步巩固 ，2018 年车险

96.4%的城市日间现场案件实现 5-10

分钟极速处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秒级

定损等， 为超 60%客户提供自助理赔、

视频理赔等极致服务。 2018 年，中国平

安的 NPS

（ 客户净推荐值）

较 2014 年推

出时提升了 33 个百分点，达到 41%。

建设五大生态圈强化科技能力

另一方面， 中国平安在 2018 年积

极建设“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

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五大生态圈，

持续强化科技能力，对外输出创新产品

及服务，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

长引擎。 例如，公司打造的“1+N”智慧

城市平台体系在包括北京、上海、深圳

等超过 100 个国内城市以及多个“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和实施，涵

盖智慧财政、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

生活、智慧卫健、智慧海关、智慧教育、

智慧农业、智慧司法、智慧环保、智慧社

区治理等领域，惠及数亿市民。此外，公司

旗下多家创新科技公司在 2018年取得了

良好的发展， 其中两家上市公司，3 家获

得外部融资，总估值近 700 亿美元。

中国平安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国平安第四个十年的开

局之年和战略转型的关键之年。 公司将

持续以科技为引领，加速实现“国际领

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的

战略目标。 在新的起点，公司将坚持既

定的“金融+生态”战略，依托技术、人

才、资金、场景、数据等方面的优势，全

方位提升数据化经营水平，不断优化产

品和服务体验， 推动业务持续稳健增

长，为客户和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秋琳 陈翠萍

中国平安跻身《福布斯》全球2000强第7位

较去年提升3位，并在全球金融企业排名中名列第6位

在“湾融通”品牌发布会现场，东莞农商银行与多家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