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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

企 业 风 采

支付“新服务”亮相金交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中

国银联广东分公司以“智联万物·惠享

生活” 为主题， 携银联众多支付“黑

科技”、 “新服务” 亮相。 展区内通过

智能化、 交互式、 开放性流动线条设

计， 集中展示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凝

聚产业力量、 构建金融产业联盟的工

作成效， 新颖、 多样、 安全的金融科

技成果， 以及便利民生、 提振消费信

心方面的普惠金融举措。 同时以创新

和趣味兼具的互动游戏， 为参展观众

提供沉浸式线上观展体验， 展示助企

纾困、 支援民生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

为人们迈向美好新生活创造更广阔空

间。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月20日，“金融助力广州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产业联盟”启动仪式暨银

企对接会在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 经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倡议，广州

地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交通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

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

州银行、广州农商银行等12家银行积极

响应，共同组建“金融助力广州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产业联盟”。 旨在通过

金融机构服务本土消费、 吸引外来消

费、扩容消费市场、提升消费品质，为广

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新动能、

新活力。

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充分发挥金

融网络优势和资源聚合优势，持续优化

广州重点行业及场景支付体验，助力广

州贸易数字化全球化发展。 同时充分投

入资源，深耕“Young城Yeah市”“食在广

州”等城市消费品牌，为企业提供“支

付+增值”服务，培育优化一批“名圈”

“名街”“名场”及“名店”，激发广州城市

消费新活力。

银联云闪付助力提振消费信心

中国银联从2018年开始建设消费

券发放能力，自2020年在湖北武汉首次

发放政府消费券以来，中国银联已在全

国超过240个城市承办过政府消费券活

动，通过云闪付平台累计发放的消费券

超1亿张。

今年5月份以来， 广东省内已有16

个城市数亿元政府消费券资金通过云

闪付APP发放。凭借丰富的平台资源、广

阔的商户和用户、 高效的运营能力、稳

定的系统平台和严密的风险防控服务，

云闪付平台已成为政府、银行和各类商

业主体拉动消费、促进经济活跃的连接

器。

云闪付APP是中国银联携手商业银

行共同打造的银行业统一APP， 通过聚

合银行业资源与银联广阔网络，覆盖更

广阔的服务场景， 为用户提供安全、便

捷的支付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轻松绑定和管理名下所有的银联

卡，余额查询、免费转账、免费信用卡还

款等服务和“海量优惠活动”使云闪付

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心目中首选的“银

行卡管家”APP。

近期， 云闪付上线“一键查卡”服

务，为广东反赌反诈增添新利器，持卡

人通过云闪付APP可便利查询本人名下

在多家银行的银行卡脱敏信息，快速掌

握银行账户开立情况。此外，云闪付APP

还推出了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粤康码、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公交乘车码、信用

就医等便民服务，伴随功能场景的持续

丰富完善， 云闪付APP将以愈加强大的

数字化便民服务能力为广大用户打造

更加优惠便捷的一站式银行卡管理新

体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续丽）

近年来，

“绿色金融”一词愈发受到重视，数字化

转型不断地驱动金融生产方式和治理

方式的变革， 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2010年3月，中国平安就启动了“绿

色承诺平安中国”低碳100行动，并将低

碳举措贯穿到日常运营、业务开发中。

据了解，平安人寿广东分公司基于

生物认证、大数据、远程视频核身等技

术，通过 App 平台构建了全流程线上服

务闭环，确保客户可以随时随地便捷办

理服务咨询、信息变更、保单贷款、理赔

等全流程服务。

在新契约承保方面，平安保险代理

人通过“口袋 E”APP 在手机端即可协助

客户完成投保申请。 保单承保后，客户

可在“金管家”APP 完成回执签收，足不

出户投保单即可完成承保。 此外，在承

保审核过程中部分业务还可通过视频

核保或线上空中契调服务完成资料收

集、信息核查。

在理赔服务方面，平安保险代理人

通过“口袋 E”APP 或客户通过“金管家”

APP 在手机端即可提交理赔申请，理赔

结束后可通过平安保险代理人将纸质

材料交客服柜面归档

（部分符合条件的

理赔案件可免交质检材料）

。 2021 年，平

安人寿广东分公司完成赔付 22.2 亿元，

闪赔 7 万余件、智能预赔 111.9 万元。

实现线上全流程绿色金融服务的

同时，平安在办公上也积极践行“低碳”

理念，在节约电力资源方面，自然光照

较好时，尽量减少使用照明灯，充分利

用自然光源；空调温度设定夏季不低于

26℃，冬季室内不高于 20℃；在节约水

资源方面，采用感应式水龙头，防止“长

流水”和“滴漏”现象发生；在办公用纸

方面，多采用双面打印、复印，并积极宣

导使用邮件、 电话等即时沟通工具，减

少纸张消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续丽）

作为

连续 11 年参展的金融央企， 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

下称 “广东人保财险 ”

）继续亮相第十

一届中国

（广州）

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

A 区 3.2 场馆 B18 展位。

金融活水“贷动”农业经营

在启动仪式上，广东人保财险与中

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签约“保农振兴

贷”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拟针对持有农

险保单的农业经营主体推广“保农振兴

贷”产品，贷款将用于农业经营主体的

经营周转，以金融“活水”赋能，有力支

持地方农业经济发展。

据悉，保农振兴贷是一款用于支持

农业经营主体生产发展的普惠性信用

无抵押产品，具有额度高、申请手续方

便等特点。 申请主体为企业最高额度可

达 500 万元，个人申请主体最高额度可

达 300 万元。

积极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据了解，中国人民保险积极推行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打造“承保+减损+赋

能+理赔”保险新逻辑，搭建了一个投保

企业、监管部门、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

构和保险公司四方共享的，并且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风险管控平台，实现风险

评估、隐患专家诊断、物联监测预警、大

数据分析、安全培训五大功能，对企业

内存在的安全隐患，从发现到整改完成

的全过程进行闭环管理，切实提升了企

业本质安全度。

借助集团平台， 广东人保财险在

2021 年为全省 20 个地市投保企业共开

展事故预防服务 16909 次，排查风险隐

患 15112 个，在广州、佛山、江门、东莞

等 16 个地市组建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

专家库，为广州、佛山、江门、东莞等 10

个地市搭建风险预防风控平台。 2021

年 ， 累计为全省 51169 家企业提供

4066.79 亿元的风险保障。

此外，广东人保财险开展了包括意

外保险、健康保险、大病保险和责任保

险四大类涉及民生、医疗救助、防返贫

等保险，2021 年为全省 57 个县区提供

超过 9323 亿元风险保障， 通过政府救

助保险累计为 93.4 万困难户提供衣食

住行教等多维度保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续丽）

在第

十一届中国

（广州）

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

上，中国人寿联合广发银行围绕“发现精

彩 开创未来”主题，打造“协同精彩”“身

边精彩”“湾区精彩”三大板块展区。

作为国有控股金融保险企业，中国

人寿认真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

责。 目前，中国人寿在广州市的投融资

总额达到了 1536 亿元， 与广州市政府

合作设立了首期规模为 200 亿元的广

州(

国寿

)城市产业发展基金，与广州城

投集团共同设立 100 亿元的“广州城投

发展基金”， 与广州开发区合作设立总

规模 100 亿元的“国寿广州价值创新园

区产业投资基金”。

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国人寿

广州市分公司积极联系统战部、工商联

等机构，面向广大企业开展“护商暖企”

行动，向商会及企业赠送保险、以优惠

费率提供保险方案， 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 此外，针对小微企业的“员福保”专

属方案已实现线上无纸化投保。

7 年以来， 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

在大病医保及城市定制型补充医疗险

项目上， 累计承保城乡居民参保人

3842.11 万人次，收取保费 7.65 亿元，赔

付金额 8.13 亿元；2020 年， 以最高分、

第一名中标广州市“穗岁康”商业补充

健康保险项目，成为首席保险人，今年

承保人数约 383.7 万人。此外，在承办政

策性保险业务上，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

司开展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项目。

2021 年，中标新一期广州市长护险经办

服务项目，参保覆盖人群 1173 万人。

据悉，中国人寿深入践行“服务+销

售”的融合发展理念，以客户为中心，打

造“简捷、品质、 温暖” 的客户服务品

牌， 为广泛客户提供“好服务” “优

服务”。 在客户服务内容方面， 一是提

供保单保全服务， 推进落地“前端多

点触达、总部智能集约、全面共享作业”

的新“睿运营” 模式。 二是提供优质

增值服务， 持续关注客户健康， 推出

“免疫力提升”计划。 三是提供 VIP 尊享

服务， 持续优化 VIP 客户服务能力，发

布《2021 年-2022 年 VIP 客户服务方

案》，涉及基础保单服务、增值关怀服务

的 8 大服务触点。

打造三大“精彩”板块展区

中国人寿

为广东金融护航添彩

广东人保财险

践行绿色金融 助力低碳行动

平安人寿广东分公司

中国银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