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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东莞人保财险签下全省首单“科技

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 为科研创新

保驾护航。 9月28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东莞人保财险”）

与广东正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中科蓝海智能视觉科技有限公

司举行签约仪式，签下“科技项目研发

费用损失保险”保单。

东莞人保财险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全省首单，标志着东莞成为全省首

个为科技型企业研发过程的费用损失

提供保障的地市。

让科技型企业研发穿上“防护衣”

据了解，在松山湖管委会的大力支

持和引导推动下，东莞人保财险针对辖

区内的科技创新型上市企业及优质企

业逐个拜访、讲解，最终以诚恳的态度

和专业的保险知识打开了科技研发版

块与保险公司的创新合作领域，创造性

地推进了企业加快研发投入，通过商业

保险，企业不仅降低研发投入费用损失

风险， 还能进一步规范科研环节管理，

让科技型企业研发穿上“防护衣”。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科技项目研发

费用损失保险，是市场上唯一一款针对

研发过程的费用损失保障类产品。 保障

由于企业经营问题、 核心研究人员问

题、研发核心设备故障或国家主管部门

认定的其他原因，导致研发项目未在约

定时间内完成而损失的研发费用。 松山

湖在全省首推“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损

失保险”， 进一步激发全市科技型企业

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热情。

服务科技创新发展科技保险

据介绍，扎根东莞40年的东莞人保

财险，以全市“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

东莞、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为指引，积

极发挥保险业在金融体系中的保障作

用，围绕服务科技创新，在发展科技保

险上积极作为， 不断创新保险产品，服

务科技金融，服务地方经济，保障社会

民生，践行“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光

荣使命和“做人民信赖的卓越品牌”愿

景。

当日， 东莞松山湖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总经济师卢钢， 人保财险东莞

市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杨松柏，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徐同，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左运光， 东莞中科蓝海智能视

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良以及相关

企业员工代表近 50 人参加了签约仪

式。

文

/

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鹏凯

集科技、文化和服务为一体

东莞农商银行智能型网点开业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孙璐

10月9日， 在东莞市民服务中心全面

试运行之际，东莞农商银行位于市民服务

中心103室的智能化营业网点———鸿福支

行正式开业。

据介绍， 该支行是东莞农商银行为积

极响应东莞市政府打造政务服务一体化中

心的号召，紧密围绕“客户是我们最大的财

富”的经营理念而精心打造的集科技、文化

和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型网点。 在这里市民

不仅可以体验到高效的一体化政务服务，

还能畅享专业智能的金融服务。

该网点配备独立的理财室

东莞农商银行鸿福支行咨询引导区

设在网点入门处显眼位置，配置了网点导

览图和智能叫号机等一体化大堂经理台，

便于迎接、引导和有序分流客户。 进门右

手侧便是智能服务区，目前配备了银证通

智能服务一体机等智能设备，支持办理商

事登记、税务办理、自主申报等全流程式

的服务。

智能柜台位于鸿福支行营业大厅中

部，由两台智能柜台和上网机组成，呈环

岛状，造型明亮，功能齐全。智能柜台通过

运用人机交互、无感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

来实现打印回单、业务查询、客户自助办

理等功能， 能有效对网点客流量进行分

流，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

据介绍，鸿福支行配备了独立的理财

室，并由持理财专业资质的理财经理为客

户实现一对一的专属理财服务。理财室布

局雅致、空间私密，旨在为客户提供更高

效的金融理财服务。

致力打造现代型金融服务网点

为倡导全民阅读、 营造书香氛围，积

极推进普惠金融教育，鸿福支行的客户等

候区打破了传统的沙发长凳的单调，别具

匠心地设置了一个迷你书吧，其中放置了

时兴的畅销书籍供人们随手翻阅，满足客

户的各式阅读需要。书吧旁还配备了饮料

机和饮水机。

东莞农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

网点现金业务区设置了两个现金业务柜

台，现金柜台的设计具备隐秘性，当客户

步入柜台时， 身后的感应门会自动关上，

充分保障客户的隐私和财产安全。

非现金业务区则设有两个对公业务

柜台，采用半开放办公的格局，外挂有微

型电子屏幕用于显示叫号信息和滚动播

放金融资讯。该区域主要支持办理对公开

户、变更、转账等非现金业务，实现了面对

面办理业务，拉近与客户的沟通距离。

据悉， 鸿福支行共配备了8名业务人

员， 业务大厅还配置了多台智能广告机和

综合上网机供客户使用。网点格局清晰，环

境雅致，致力于打造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一

揽子、一条龙的现代型金融服务网点。

东莞工行“银政通智能服务一体机”正式启用

商事登记逐步实现“秒批”

“太方便了， 现在只需要跑一趟银行

就可以办妥企业注册、 开户和代扣税收

等业务了， 不用到几个机构来回奔波

了。” 近日， 来自东莞市南城的李女士向

介绍。 在东莞工行分行营业部， 李女士

将自己的身份证插入到银政通智能服务

一体机后， 十分钟就拿到了公司的营业

执照， 之后又现场办理了对公账户预约

开户业务， 全程只花费了20分钟。

据了解， 9月27日， 中国工商银行东

莞分行“银政通智能服务一体机” 正式

启用， 标志着以后东莞市民只需要到工

商银行东莞分行营业部就可以一站式办

理商事登记、 税务办理和金融服务。

东莞工行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银政通智能服务一体机融合了市场监管、

公安、 税务、 金融等多个单位的服务，

通过标准化、 智能化、 自动化行政审批

方式， 逐步实现商事登记“秒批”， 进一

步将企业开办时间大幅度压缩。

据介绍， 近年来， 东莞工行采取

了多项措施 ，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

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发展。 比如，

今年4月28日落实广东省全面实施取消

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后， 银行结算

账户开户业务更加便利， 开户时间进

一步缩短， 且开立之日即可办理收付

款业务， 客户体验进一步提升。 再如，

2018年， 针对企业银行开户环节耗时

较长的问题， 先后在同业中率先推出

手机银行便捷开户和对公智能开户两

项创新服务。

另外， 近期该行手机银行全面上线

广东省政府推出的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粤省事”， 广大市民可直接通过工行融

e行手机银行APP， 授权登陆“粤省事”

小程序办理社保、 公积金查询等业务。

东莞工行表示， 接下来， 将进一步

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互动交流， 充分发挥

该行线上线下全方位的服务优势， 让更

多种类的业务可以直接在银行端的便民

窗口或便民渠道办理， 让政务服务+金

融服务的模式惠及更多的企业和个人。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宋娜

日前， 信息时报记者从东

莞人保财险获悉，9月25日，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东莞

人保财险”

)收到东莞市沙田镇

人民政府住房规划建设局发出

的关于拖欠工人工资问题的书

面索赔申请。随即，该公司迅速

组织人员密切跟进。 根据保函

内容， 收到住建局盖章的索赔

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实现快速

履约， 向19名外来务工人员支

付拖欠工资140多万元。

东莞人保财险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为尽快让外来务工人

员拿到工资， 有钱回家过个快

乐国庆假期，该公司从9月25日

收到索赔申请后，27日完成理

赔流程，全部赔款支付到账。

“公司的快速履约能力得

到沙田住建部门的肯定。 实现

了中国人保说到做到的服务能

力。 ”东莞人保财险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为不断适应市场需求，

分公司探索研究新兴保险领

域，加速产品创新。 截至目前，

农民工工资保函项目为各类工

程施工企业释放资金总额超过

15亿元。 并相继实现破产管理

人执业责任险、执行救助、安全

生产责任险、 精神病监护人责

任险、 关税保证险等多个新型

险种落地。同时，该公司理赔中

心紧跟创新步伐， 提升服务技

能与水平， 助力公司高质量发

展转型。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王鹏凯

东莞人保财险为科研创新保驾护航

签下全省首单“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

东莞人保

为施工企业

释放资金逾15亿元

集科技、文化和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型网点。

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