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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新社保新生活》系列报道四

去年10月，东莞市全面发行第三代社保卡。 如今，距离第三代社保卡全面发行已经过去半年多，东莞各大发卡银行换卡、用卡

情况如何？ 5月28日起，《信息时报·新东莞》推出了《新社保 新生活》系列报道，全面介绍各大社保卡发卡银行如何努力为广大市

民提供全方位社保卡新体验，助力东莞市社保卡民生服务功能不断优化与升级等。 本期将聚焦发卡行农业银行东莞分行。

题记

为民办实事

农行东莞分行已发行社保卡约200万张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郭文珊

近日，农行东莞分行在接受信息时

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截至2021年5月31

日， 农行东莞分行共发行社保卡约200

万张，其中今年新换发第3代社保卡7万

多张；电子社保卡签发近6万张，其中今

年新签发超1万张。

全面推进东莞市社保卡的普及应用

据介绍，2012年， 农行东莞分行与

原东莞市社保局签署了《东莞市推行社

会保障卡工作协议书》， 正式成为社会

保障“一卡通”实施工作的一员，全面助

力和推进东莞市社保卡的普及应用。

2018年，农行东莞分行正式启动社

保卡即时补换卡业务，实现“当场补办，

当场领卡”， 使参保人办理社保卡补换

卡业务立等可取。

2019年8月， 农行东莞分行坚持为

民服务便捷化思路，最早上线社保卡便

民寄递功能，助力东莞社保卡实现申请

“指尖办”、发卡“即时领”、领卡“领跑

动”新体验。

2020年8月， 东莞市第三代社保卡

合作单位签约仪式在东莞市市民中心

隆重举行。 作为本次重点民生项目的合

作单位之一，农行东莞分行与东莞市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正式签订了《东莞

市第三代社保卡合作协议》， 积极助力

东莞市社保卡民生服务功能不断优化

与升级。

2021年4月， 农行东莞分行在同业

内最先优化卡片流转流程，卡片可直接

由卡商邮寄到营业网点。

2021年5月， 农行联合东莞市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举办“浓情东莞 真

情惠民”第三代社保卡主题宣传暨感动

东莞农行十大人物颁奖典礼，这是2021

年东莞市首场第三代社保卡主题宣传

活动，旨在以更加生动形象、更加通俗

易懂的宣传方式回应群众对第三代社

保卡的期待。

目前参保人可在农行东莞分行37

个网点现场，通过即时制卡设备申办第

三代社保卡，申领用时由原来的一个月

缩短至数十分钟，流程更便捷、客户更

省心。

第三代社保卡具备五大优势

截至2021年5月31日， 农行东莞分

行共发行社保卡约200万张， 其中今年

新换发第3代社保卡7万多张。

据介绍，农行东莞分行发行的第三

代社保卡具备五大优势，具体如下：（1）

可享受开卡邮寄服务；（2） 可享受30个

镇区即时发卡、补换卡服务；（3）享手续

费“6免”：免首次开卡工本费、免年费、

免小额账管费、免挂失费、免每月前三

笔省内跨行ATM取现手续费、免手机银

行转账手续费；（4）享增值金融服务：享

受定期存款产品最高上浮利率；（5）集

中办卡可享受上门服务。

加强党建交流 共谋协同发展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与科创担保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6月1日，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与东

莞市科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科创担保”）

开展交流座谈， 共同

探讨党建共建及业务合作。 兴业银行

东莞分行党委委员、 行长助理蔡卫平，

兴业银行东莞分行企业金融部总经理

区智铭， 科创担保党委委员、 副总经

理、 董事长陈志新， 科创担保党支部

书记、 总经理路庆鹏等参与座谈。

在座谈会上， 双方就各自业务特

色、 历史业务合作、 后续业务合作契

机展开深入研讨。 蔡卫平对科创担保

长期以来对兴业银行东莞分行各项业

务的支持表示感谢， 希望通过此次交

流， 相互学习， 各取所长， 进一步做

好做实做细党建工作， 不断推动双方

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共同推进东莞

实体经济发展， 努力实现“以党建促

业务， 以业务强党建” 的良性循环。

据介绍， 双方未来将始终坚持和

全面加强党对金融事业的领导， 一方

面， 通过持续开展“党建共建” 活动，

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加强党员党性锻

炼， 争取在党组织建设活动方面取得

新突破， 在深化银担合作方面取得新

提升， 在银担“党建共建” 活动中树

立新典型。 另一方面， 用好双方业务

协同的优势，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以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破解

“两张皮” 问题。 同时， 要求双方的党

员业务骨干带领团队在园区贷、 批量

化业务、 投贷担联动、 绿色金融等创

新业务方面深入探讨、 不断扩展合作，

始终聚焦破解中小微企业、 “三农”

等普惠领域融资难题， 服务好东莞市

实体企业，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成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座谈交流活动结束后， 双方参观

了东莞市总工会 《党史中的东莞工运

印记》 展厅， 追寻了东莞市工人运动

的光辉历史， 深入了解了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未来， 双方将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发扬劳模工匠精

神， 加强党建共建与银担合作， 引导

更多金融活水支持东莞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梁绮雯

践行有温度的金融

平安产险设立专项公益基金

5月27日是中国平安33岁生日，也

是第5个“平安公益日”，平安产险宣布

正式设立专项公益基金，致力于让自身

公益事业更加系统化、专业化、长效化，

践行有温度的金融。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分公司介绍，这是平安

（集团

）公益

基金会首支子公司专项基金，也是平安

产险首个综合性公益基金，首期计划规

模为5000万元。 未来，该专项基金将在

平安公益基金会统一部署下，聚焦乡村

振兴、应急救援、交通安全、儿童教育四

大领域公益项目，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以实际行动诠释“回馈社会，建设国家”

的企业使命。

在乡村振兴方面，平安产险将在专

项基金统筹下， 围绕乡村振兴五大目

标， 充分发挥自身保险和科技双重优

势，以党建为纽带，以“保险+”为依托，

有效促进农户增收、农业发展，助力实

现农民富、农村美、农业强的乡村振兴

目标。

在应急救援方面，平安产险将依托

“平安守护者行动”，在应急管理部紧急

救援促进中心等有关部门指导下，探索

建立公益防灾减灾体系， 开展进企业、

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工程等“五

进”活动，提供“防灾科普”“风险排查”

“应急演练”等志愿服务。 同时，平安产

险将培养更多查勘员为应急救援员，打

造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在灾情发生时

可第一时间协助紧急救援，参与恢复重

建工作等，推动城市安全建设。

在交通安全方面，平安产险将依托

平安好车主APP， 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

及，在全面打造有温度的车主关怀服务

的同时，开展更多的公益行动。 深化警

保联动，在联动巡查、信息共享等方面

发挥各自优势，为客户提供公益护航和

救援服务， 全力保障车主出行安全；此

外，依托“益行关爱”线上平台号召车主

领取安全驾驶等任务，将公益融入车主

用车生活的日常点滴，践行人人公益理

念。

在教育公益方面，平安产险将围绕

乡村儿童心理健康，纵深推进与下一代

基金会合作的“寸草安心”乡村儿童公

益项目，通过援建心理教室、培养心理

讲师等方式，共建乡村儿童心理教育体

系，切实呵护乡村儿童身心健康；同时，

为更好地支持平安希望小学儿童教育，

平安产险将进一步探索构建“师资力量

培训+标准课程+教学设施+志愿服务”

的乡村儿童关爱模式，全方位守护乡村

儿童成长。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张秋琳 陈翠萍

农 行

东 莞 分 行

用 沙 画 形

式 做 宣 传

第 三 代 社

保卡。

座谈会现场。

双方参观东莞市总工会《党史中的东

莞工运印记》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