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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备受

关注的穗岁康又有新进展。 昨日，广州

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龙云在

广州市“穗岁康”商业补充健康保险试

点项目阶段性工作媒体通气会上表示，

截至1月13日8时，广州穗岁康参保人数

累计达到329.6万人，其中25.4%为广州

医保参保人员。 投保年龄方面，穗岁康

参保人群年龄范围覆盖1岁至111岁人

群， 其中60岁以上人群占比23.18%，共

有130名超过百岁的老人参保穗岁康。

对于这些百岁老人，龙云表示，穗岁康

给予免费参保的优待，同时提供“一对

一”的专人服务。

共有130名百岁老人参保穗岁康

通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月

13日8时， 穗岁康共获得329.6万人投

保，占广州医保参保人数的25.4%。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参保人群中，男性共

有146.3万人， 占比46.2%； 女性共有

170.6万人，占比53.8%。

年龄结构方面，穗岁康的参保人群

年龄范围覆盖1岁至111岁人群。 其中，

0~20岁的有42.1万人， 占比13.3%；20~

40岁的有97.4万人， 占比30.7%；40~60

岁的有104.2万人， 占比32.9%；60岁以

上的有73.2万人，占比23.18%。

据了解，年龄最小的一位是出生于

2020年12月8日刚满月的宝宝， 而年龄

最大的一位是出生于1910年的老奶奶。

参保人群中，百岁老人就达到130位。对

于这些百岁老人，龙云表示，穗岁康将

为他们提供免费参保的优待， 同时提

供“一对一”的专人服务。

118人通过一站式结算获得理赔

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施伟聪介绍，2021年1月1日0

时起，2020年12月参保人员的保障正式

生效， 穗岁康也进入理赔承诺兑现阶

段。 截至2021年1月11日，已有118人享

受穗岁康一站式赔付结算待遇， 赔付

金额超过123万元。 同时，还有543万人

次申请零星理赔申请， 理赔金额超过

648万元，目前正在赔付审核阶段。

目前，穗岁康一站式理赔服务和零

星报销理赔服务已全面上线。“广州市

1100多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直接进行

穗岁康一站式结算。 符合理赔条件的参

保人员， 可在定点医疗机构享受一站式

结算理赔服务，无需垫付资金，无需再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对于不满足穗岁康

一站式结算情形且符合理赔条件的参保

人，如异地结算、特殊耗材理赔、病种筛

查等， 由共保体统一提供零星报销理赔

服务。 参保人员可通过线上或线下两种

渠道申请理赔。 ”施伟聪表示。

其中，线上方面，用户可通过两种路

径申请理赔， 一是在穗岁康专属微信公

众号进行申请，二是在4家共保体公司公

众号申请。线下方面，共保体公司在全市

11个区设有47服务窗口。同时，在全市各

区医保分中心均设有穗岁康服务专窗，

共保体公司专职人员将为参保人提供待

遇咨询、理赔保全等业务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记者

从广东银保监局获悉，截至2020年12月

末， 广东银保监局辖内

（不含深圳，下

同）

银行业总资产达19.13万亿元，存贷

款规模分别达15.31万亿元和12.41万亿

元，基础设施、制造业、小微企业贷款显

著增长。 存贷比81.02%，同比提高5.04个

百分点。 不良率1.02%，同比下降0.14个

百分点。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4199.79亿

元，保费规模居全国首位。

为抗疫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

疫情发生以来，广东银保监局及时

出台多项支持政策，主动加强与广东省

市部门协调联动，将金融支持举措融入

到全省惠企政策体系中，引导、带动广

东银行保险业全力支持复工复产，取得

积极成效。

截至2020年12月末，辖内各项贷款

余额12.41万亿元， 同比增长18.71%，较

年初增加1.96万亿元， 同比多增3990.91

亿元。 其中投向实体经济贷款同比增长

22.11%，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21.61%，分

别高于贷款平均增速3.4和2.9个百分点。

为552家抗疫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

款279.8亿元，贴息后利率不高于1.16%，

支持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同时， 以稳企业保就业为核心，推

动延期还本付息、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

落地， 累计为14万户、3453亿元中小微

企业贷款本息实施延期支付，居全国之

首；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858.97亿

元，加权平均利率4.70%；办理再贴现票

据119.94亿元，加权平均利率2.68%。 加

大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畅通

产业链资金流。

此外，广东银保监局还创新提出金

融支持稳外贸22条措施，配合设立加工

贸易企业风险补偿资金池、迅速出台稳

外贸专项政策。 推动解决银行保险机构

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障碍，创

新“贸融易”专属产品。 辖内外贸企业贷

款较年初增长36.27%，平均利率较年初

下降约0.4个百分点；出口信用保险保额

同比增长7.68%。

承办大病保险保障人数7920万

广东银保监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疫情对民生的影响降到

最低。 2020年，广

东金融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近 24.21% ，带

动超3.88万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就业创业。 广东

保险业已承保项

目19个， 承办大

病保险保障人数7920万

人， 预计全年支付赔款

25.8亿元。

同时，推动农险高质

量发展。 牵头起草并联合省有关部门印

发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推动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考核、 陆续出台8项

配套政策，补齐“三农”领域短板。 加大

信贷投放，辖内银行机构涉农贷款余额

1.49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6.95%；辖内生

猪产业贷款 301.61亿元， 同比增长

181.70%， 保险机构累计为养殖户提供

123.27亿元风险保障。

2020年以来，广东省已构建省级层

面“12+8+3”的险种体系，包括12个中央

财政补贴型险种、8大类省级财政补贴

型险种、3个涉农险种，同时建立地方特

色险种备案制，激发地市开办特色险种

的积极性。 截至2020年12月末，全省落

地的农险产品已达116个， 基本覆盖农

业生产主要品种，实现扩面增品提标。

130名百岁老人参保

穗岁康参保人数已突破329万

广东银保监局：

为552家抗疫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279.8亿

招商兴和优选基金

昨日起发售

基本面投资专家付斌，于昨日

起发行开年首只产品———招商兴

和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一

年锁定期立足中长期收益，深挖景

气行业优质个股。 基金公告显示，

该基金将通过研究不同行业的周

期变化， 结合社会发展的不同阶

段，优选景气度高或趋势向好的行

业，从中挑选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个

股， 并在合理的价值区间内投资，

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

值。 股票投资占该基金资产的比例

为 60%~95%，其中港股通标的股票

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股票资产的

50%。

建信高股息基金

成立近1年赚90%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1 月 7 日， 建信基金旗下建信改

革 红 利 基 金 近 一 年 收 益 率 达

111.26%，建信高股息和建信新能源

两只基金虽然成立时间均不到一

年， 但已展现出了优秀的回报表

现，净值屡创新高，成立以来收益

率分别达 90.44%和 86.63%。这 3 只

产品均由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执

行总经理陶灿执掌。陶灿 2007 年加

入建信基金， 从业经验近 14 年，管

理基金已超过 9 年。

“分红王”华夏回报

开年再分红

进入新年，股市一举突破重要

关口，权益类基金则强者恒强。 1月

8日，权益类基金“分红王”华夏回

报基金实施了第97次分红。 这只

2003年成立的基金以绝对收益为目

标， 此前分红总额已超142亿元，去

年又成为全场11只分红超10亿元的

基金之一。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

示，截至1月8日，华夏回报基金成

立来累计收益率已达1936.92%，17

年投资年化收益率近19%。 而成立

来收益超15倍的产品，全场也不过

20只。 同门产品华夏回报二号，截

至目前的分红次数也高达69次，分

红次数位居全部权益类基金第3

名。

目前华夏回报和华夏回报二

号的基金经理皆为蔡向阳， 他自

2014年5月28日开始接手这两只产

品。 优秀的长期表现，正是以蔡向

阳的长期投资理念与框架为基础

所取得。 近日，由蔡向阳管理，并将

在1月18日在工行进行二次发行的

华夏睿阳混合基金，正是他的代表

作之一， 据Wind数据， 该产品自

2020年3月18日成立至今年1月8日，

不到 10个月的累计收益已高达

72.08%。

“ 穗 岁

康 ”媒体通气

会昨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