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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金融

今天，由信息时报社独家重磅推出

的“金狮奖———2021 第十届珠三角金融

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评选活动获

奖榜单正式对外揭晓，中国民生银行东

莞分行再度发力，获评东莞年度乡村振

兴突出贡献银行。 主办方介绍，2015 年

和 2016 年、2017 年民生银行东莞分行

曾先后获评了该奖项东莞最佳手机银

行、东莞年度最具创新性银行、东莞最

具成长型银行，2018 年获评东莞最佳民

营制造企业金融服务银行，2019 年再度

获评东莞最具成长型银行，2020 年获评

东莞年度最佳风险管理银行。

民生银行东莞分行自 2008 年成立

以来, 立足东莞当地实体经济， 紧密围

绕“民营企业的银行、敏捷开放的银行、

用心服务的银行”的战略定位，科技和

业务创新步伐加快，业务经营保持健康

平稳的发展态势， 已在南城、 东城、虎

门、长安、厚街、常平、大朗、塘厦设立 8

家分支机构，民生银行致力打造成为一

家特色鲜明、持续创新、价值成长、稳健

经营的一流商业银行。

作为以“服务大众 情系民生”为使

命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

东莞分行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服务东莞

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全市金融服务建设。 在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 该行紧

紧抓住农村资产管理政策推广的新趋势，

通过科技金融对接东莞村财 APP系统，为

东莞村组及村民提供了一套全方位的缴费

体验。 民生银行“缴租易”是东莞市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办公室与民生银行合作开发的

线上缴租项目，依托东莞村财 APP缴租功

能，利用民生银行的支付渠道，为承租人提

供账单查询、租金支付等一站式服务，实现

“缴租更容易，对账一眼清”。

据悉， 针对村组服务的服务难、 缴费

难、村民痛、出纳痛等村组及村民关心的实

际困难，民生银行“缴租易”实现了支付方

式的多样化，支持微信支付、转账支付等多

种支付方式， 实现了 24小时在线缴费、跨

行无限额转账。在缴租交易中设立专属子

账号，轻松区分缴租人来账，核销待缴

款项，并实现交易明细、交易汇总等数

据的实时查询。

自 2020 年 3 月推出以来， 民生银

行“缴租易”创新了农村资产监管模式，

通过对接东莞农资监管平台，把控资金

流，助力农村集体资产有效监管；提升

了村组物业缴租体验，有效提升了村组

租金管理对账效率，减轻了村组财务人

员的人工劳动负担，提升了承租人进行

网上作业的便捷性，真正做到了“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改善体验”；突破了运

营地域限制，以互联网手段完成线上化

运营，通过线上化多样化渠道为东莞村

组提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

着眼于农村资产管理政策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的新趋势，目前民生银行东

莞分行已与长安镇、虎门镇、大朗镇、常

平镇、塘厦镇、厚街镇共 6 个镇的 30 个

村组达成合作。

“党建共建聚合力，全民健身提素质”，

为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乡村，今年民生

银行东莞分行助力万江拔蛟窝社区的文化

公园和村头坊公园升级改造， 为两公园购

置升级了一批公共体育设施。 升级后，现场

体育设施新颖多样，兼顾智能性和实用性，

老少皆宜，全力支持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不断拓展

服务思路，用心为群众办实事。

今天，由信息时报社独家重磅推出的

“金狮奖———2021 第十届珠三角金融行

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评选活动获奖榜

单正式对外揭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

财险东莞市分公司”）

再度发力，获评东莞

年度最佳理赔服务保险公司。 主办方介

绍，该公司曾二度获评《信息时报》金狮奖

东莞最佳理赔服务保险公司，2017 年获

评东莞最受市民信赖保险公司、2018 年

和 2019 年获评东莞最具品牌影响力财产

保险公司，2020 年获评东莞年度最具社

会责任保险公司。

主办方介绍，人保财险东莞分公司是

中管金融企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驻莞

机构，拥有 45 家营业网点、近千名员工，

全天候开通 24 小时服务热线、 车险投保

专线、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保 APP 等投保

和理赔渠道，全力打造“有温度的人民保

险”。

今年以来，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紧

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认真落实集团“六

大战略服务”要求，切实加强反洗钱、扫黑

除恶、防范非法集资工作落实，积极发挥

国有大型骨干保险机构主力军作用。2021

年前三季度，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保费

收入 36.72 亿元，承办全市各类风险总额

3.4 万亿元， 承保各类企业主体近 2.5 万

家，承保车辆 83 万辆次。

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 2018 年起承

办东莞市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协助政府管

理部门完成咨询解答、案件办理等各项大

病相关服务。 2018-2020 年

（含

2021

年

1

月）

保单项下赔付总额 4.76 亿，赔付人次

超 24 万人次。

此外， 该公司加快个人

健康险发展， 满足多样化健

康保障需求。 一是发挥公司

品牌、 服务和社保业务规模

经营优势，全国首创“东莞市

民保”，以“低保费、高保额、

东莞定制、 普惠工程” 为定

位， 结合医保电子凭证工作

推广，受市民认可，2020 年实

现 110 万投保人次， 成为全

国系统投保率最高、 承保人数最

多、 影响最大的医保补充医疗保

险项目，2021 年继续实施保障升

级，降低赔付门槛，实现超 115 万

社保人群投保。

今天， 由信息时报社独家重磅推

出的“金狮奖———2021 第十届珠三角

金融行业风云榜·东莞区域榜” 评选活

动获奖榜单正式对外揭晓， 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以下简称 “太

平 洋 产 险 东

莞 分 公 司 ” ）

获评东 莞年

度乡村振 兴

突出贡 献 保

险公司。

太 平 洋

产险东莞

分公司于

1992 年进

驻 东 莞 ，

是太平洋产险旗下的一家省级分公司，

具有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品牌形象。

该公司扎根莞邑近 30 年来， 始终不忘

初心，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坚持客户

优先， 践行“责任、 智慧、 温度” 的

服务理念， 是目前东莞产险市场上最

具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保险机构之

一。

2021 年， 太平洋产险东莞分公司

高度重视农业保险服务， 充分发挥保

险经济“减震器” 和社会“稳定器”

功能， 立足东莞市， 积极推进保险产

品创新、 服务优化、 险资应用， 努力

为“湾区都市、 品质东莞” 贡献一份

太保力量。

太平洋产险东莞分公司有一支集

承保、 理赔、 专业工具运用、 数据支

持、 农险研究于一体的专业化农险服

务团队。 该团队一直秉承着“用心助

农” 的初心， 开启了保险业助力东莞

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为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太平洋产

险东莞分公司成立了农险业务部 ，

并配备农险专员、 三农服务车 、 无

人机、 移动设备等， 强化队伍建设，

夯实经营基础 ， 实现农险业务的专

属经营。 同时， 组建农险基层网络

服务体系。 利用现有 42 家服务网

点、 建设必备的三农服务网点， 覆盖

全市 32 个镇街； 利用现有人力资源，

将农险协保员覆盖所有支公司和营销

服务部。

针对东莞市农业种类繁多的特点，

太平洋产险东莞分公司服务团队不断

探索、 力争满足各类农户的保障需求，

为其提供最适合的保险产品。 数年来，

不断扩大农业保险保障的覆盖面， 实

时为农户答疑解惑， 提高农户农业保

险投保率， 实现了农业风险保障种类

“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 目前， 已为

东莞市生猪养殖、 水产养殖、 玉米、

水稻、 香蕉、 荔枝等多种产业提供风

险保障， 累计风险保额达 3617.6 万元。

同时， 用心普及农业风险管理知识，

培训宣导率在服务镇街达 90%以上，

助力农户做好风险防范。

太平洋产险东莞分公司表示今后

将持续提升服务， 用心为更广泛的农

业产业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全心全

力助力乡村振兴。

获评东莞年度最佳理赔服务保险公司

人保财险东莞市分公司：

获评东莞年度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东莞分行：

获评东莞年度乡村振兴突出贡献保险公司

太平洋产险东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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