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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目前，

我国视障群体约1700万人，而市面上存

在的能让视障群体完全自主使用的

App、网站不足10%，这意味着大部分视

障人士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完全享受移

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在10月15日“国

际盲人节”之际，微众银行、深圳市无

障碍环境促进会及深圳市盲人协会联

合在深圳举办“微众银行App无障碍成

果发布会”，微众银行率先为视障群体

提供智慧金融服务。

在发布会上，微众银行App无障碍

产品负责人华挺表示，微众银行App通

过采用光线活体、AI语音合成、加速度

传感器、实时图像处理、震动传感器、

人脸边缘检测等技术， 为视障用户提

供个性化和人性化的金融服务。

“针对视障用户在人脸识别过程

中难以对准人脸、 无法完成眨眼动作

等难题，微众银行App采用光线活体识

别技术，不需要视障用户进行点头、眨

眼、读数字等其他的辅助动作，通过识

别实际人脸和检测区域偏移情况，再

配合语音提示用户移动手机对准人

脸， 与此同时， 手机也会通过振动频

率，来告知用户偏离程度。 ” 华挺举例

介绍。

据了解， 根据视障用户的使用习

惯，微众银行App针对页面布局和交互

设计做了针对性优化， 使其更加方便

视障人士记忆和使用； 为保护用户隐

私，针对性地设计了耳机模式，只有连

接了耳机才会读资产等敏感信息；开

发“摇一摇”的功能，支持用户在任何

页面摇出快捷查询页面， 其中包含交

易流水查询、最近转账卡、最近购买产

品等。 此外，为方便用户快速找到人工

客服， 快捷查询的页面也在固定位置

放置了人工客服电话。

发布会上，微众银行还表示，为推

动无障碍服务的普及， 正在推进信息

无障碍技术开发框架进行开源， 希望

与更多金融企业一起携手，向善而行，

共同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 实现真正

的“普惠金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据广

州市医保局此前发布的《关于开展长

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补充通知》，自

今年5月开始，在广州市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住院治疗， 或在基层医疗机构进

行家庭病床建床治疗，年满60周岁

（含）

以上的广州市职工医保参保人， 符合

条件的可向市医保经办机构提出长护

险待遇评估申请。

据悉， 该举措的推出能有效结合

参保人的疾病状态进行评估， 更好地

满足了参保人从住院治疗过渡到居家

或养老机构护理的需求， 引导适合居

家或养老机构治疗的参保人回归家庭

或专业养老机构继续享受照护服务。

而作为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协议定点

服务机构， 广东梧桐树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自政策落地以来即积极响应政策

的号召， 和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沟通合

作，确保相关服务的有效落地实施，取

得了良好的成果。

第128届广交会已线上开幕

银行数字金融助力“云广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第128

届广交会上周已在线上开幕， 展期10

天。 本届广交会将升级优化“云平台”，

持续完善“云服务”，利用数字化信息技

术，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记者获悉，

依托大数据和金融科技，多家银行为参

展企业和境内外参展商提供一揽子金

融支持。

如为解决广交会参展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中国银行向广交会参展小

微企业普惠客户提供专属授信方案“广

交中银惠贷”，项下包括“贸易贷”“退税

贷”“税贷通”“成长贷”“企E贷” 等子产

品，结合广交会参展商不同阶段、不同

类型的融资需求，提供精准灵活的融资

方案。“广交中银惠贷”融资方案免抵押

额度可达500万元， 其中品牌客户和参

展历史长的客户将获更高额度， 保证、

抵质押担保综合贷款额度可达2000万

元， 贷款期限可达3年， 并给予优惠利

率。

工商银行广州分行方面对记者表

示， 契合本次广交会全线上这一特点，

工行通过“数字对接”方式为广交会进

行科技赋能，在广交会官网开辟专属通

道，为广交会客户提供“广交贷”专属贷

款，满足外贸企业及小微企业的经营资

金周转需求。 对比其他小微信贷产品，

工行为广交会参展商开通融资绿色通

道，实现从融资申请、合同签订到提款

还款全流程全线上服务， 最快1~2天即

可放款，大幅提升融资效率。 申办“广交

贷”产品的小微客户可享较其他融资渠

道更优惠的专属利率，有效减轻客户的

融资成本，同时部分产品的融资额度最

高可达1000万元、循环合同期限最长可

至10年。

为更好地满足进出口参展企业支

付结算、资金融通及交易撮合等金融服

务需求，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对记者表

示，该行创新推出的全球一体化服务平

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

融科技手段，向境内外企业、金融机构

和跨境园区等提供24小时不间断在线

信息发布、商机搜索、匹配推荐和智能

撮合服务，依托建行跨时区、多币种、集

团全牌照的专业优势，配套提供全方位

金融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

祥）

10月16日，国内首个区域

股权市场“政企通”产品在茂

名正式发布上线， 该产品是

由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地方政

府联合推出的，采用新技术、

新模式的创新应用成果。

据悉，此次发布的“政企

通”产品充分运用区块链、大

数据、 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

新技术实现产品创新， 利用

大数据技术高效整合产业动

态和政策资讯，标准化、结构

化、标签化解读政策，通过政

策搜索引擎让企业更快速准

确地找到对标政策， 根据企

业智能画像智能匹配及推荐

政策。 同时，“政企通”产品是

由地方政府指导及配置资

源， 区域性股权市场牵头建

设及运营， 联合深圳市元智

汇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趣链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金融科技

支持， 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免

费为企业提供综合政策服务

的新模式。

广东股交作为地方政府

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措施综

合运用平台和重要的中小微

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在

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

响， 保障复工复产的关键时

期，通过“政企通”产品为企

业及时推送相关政策， 联合

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为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国内首个区域股权市场“政企通”产品在茂名上线

“政企通”产品自今年4月试点于茂名地

区以来，截至9月，已收录国家级、省级政策

源29个，茂名市、区及政策源22个，涵盖不同

政府部门、不同扶持领域的政策，累计查询

政策次数12025次、政策匹配及推荐达840次、

单个政策热门查询46次， 累计使用用户超

1000个，累计服务企业345家。

数据

微众银行为视障群体提供智慧金融服务

广州长护险机构积极对接老年人长护险申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10月

16日， 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旗下平安健康

（检测）

中心-广州中

心正式开业。 该中心位于广州市越秀

区，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米，集影像诊

断、 医学检验和精密检查三大服务于

一体。据悉，这是平安医疗在全国设立

的第八家医学健康检测中心， 未来将

服务于寿险、健康险等板块客户，满足

其在医学检验、影像检查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 广州平安健康检测

中心配备了全新数字化科研型PET/

CT、3.0T超高端光速磁共振、 超高端

256层显微CT、 磁控胶囊内镜等国际

尖端设备， 并拥有以国之名医———广

东省医师协会核医学分会主委教授王

全师为核心的医技护精英团队， 以及

来自顶级三甲医院的绝大部分医技力

量，能够为患者提供全面、权威、高水

准的影像检查服务。

广州平安健康检测中心

日前正式开业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通讯员

熊娟）

10月16日，“2020中国保险中介发

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重启

未来，应变下的繁荣”为主题，共同探索

后疫情时代保险行业的重启复兴之

路。 在本次论坛上，年度产品之星、年

度最具影响力保险人等行业奖项相继

揭晓。 新一站保险网凭借优秀服务能

力荣获“2020年度保险中介服务之星”

奖项； 新一站保险网董事长国婷丽荣

获“年度保险行业领军人物”称号。

论坛上，国婷丽发表了《保险科技

线上线下融合的演进思路》主题演讲，

分别从直营平台产品、 渠道平台产品

和保险科技产品三个方面介绍了保险

中介行业的全新生态和发展方向。 国

婷丽认为， 保险中介平台必须具备四

种核心能力， 包括提供安全高效的交

易平台、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建立用户

忠诚度和运作完善稳定的供应链。 以

用户体验为衡量尺度， 借助保险科技

提升核心能力， 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

新一站保险网国婷丽：

保险科技助力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