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银行业发布

2013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上周五，《四川银行

业 社 会 责 任 报 告

（2013）》 暨2013年度四

川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

先进单位（个人）表彰活

动在成都举行，省政府金

融办、省社科院、人民银

行、银监局、中银协、西南

财大等相关负责人受邀

出席。

据了解， 该报告通过

详尽的数据、 丰富的案例，

客观描述了过去一年四川

银行业的发展历程。 同时，

四川省银行业协会组织了

2013年度四川银行业履行

社会责任工作评选活动，共

设置了年度最具社会责任

金融机构、年度最佳公益慈

善贡献、年度最佳绿色金融

等8类奖项， 共有42家金融

机构参与评选， 申报了104

个奖项，最终评选出2013年

度四川银行业履行社会责

任先进单位（个人）24个。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伴随移动通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

及， 为满足客户随时随地办理业务的服务

需求， 新华保险从今年开始进行微信账号

服务功能的开发，9月6日微信公众账号

“新华保险”正式开通在线客户服务功能。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在“新华保险”

官方微信号的服务功能开通之后，客户关

注公众号或扫描二维码即可随时在线管

理自己名下的保单，还能移动办理理赔报

案，体验新华全景特色服务，在微信端开

启保单“互动式”自助服务时代。据介绍，

“新华保险”官方微信实现了包括保单查

询、续期服务、理赔报案、卡单激活、信息

资讯在内的五大类全方位互动保单服务。

同时还增加了多项查询功能，例如“掌上

新华”、“服务锦囊”、“高端尊享”、“产

品资讯”和贴心测评游戏等。

用关爱创造价值，18载的风雨兼程，新

华保险始终为打造至上的客户体验而不懈

努力。2014年初，新华保险董事长康典重申

“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转型，其核心目标

是“创造极致的客户体验，和客户之间建

立相识、相知、相信、相依的全新客户关

系”。围绕这一目标，新华保险以科技手段

创新服务内容，丰富服务方式，打造掌上新

华、微信、网站、电话、短信、邮件服务的六

大电子化服务平台，不断满足和适应科技

金融时代客户新的要求和挑战，为公司发

展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为客户提供更为

极致的服务体验。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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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本保险项目首发于老龄事业发

展较快的锦江区，开展时间为9月25日~10

月31日，面向四川省本地居民或长驻居民

（居住达6个月以上）、年满50周岁以上或

持有符合国家规定的退休证并且生活可

自理、无精神类疾病、无智力障碍的人员，

保险责任期间一年。

“银发无忧”具有保费低、保障全面、

购买方便、理赔快捷的优势和特点，可以

通过政府团购的方式购买；若老年人及其

子女自愿自费购买的， 也可通过所在社

区、村（居委会）老龄组织的民政助理、社

区干部， 统一向新华保险办理投保手续。

同时，新华保险还为老年人设立了理赔绿

色通道，方便老年人办理理赔。

据了解，“银发无忧”老年人关爱保险

项目于8月底召开了隆重的启动仪式，锦江

区老年协会领导莅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

话， 以示对项目的大力支持。9月初项目宣

传全面启动， 锦江区16个街道、117个社区

以及1000多个院落均设置了宣传咨询服务

点， 并配有工作人员张贴海报及发放宣传

单，保障项目的第一手信息直达社区居民。

宣传咨询活动随即得到了老年人及其子女

的关注和认同， 已有不少家庭向服务点的

工作人员咨询并预约登记购买。与此同时，

锦江区政府老龄办、老年协会、街道社区等

相关机构高度重视项目的开展情况， 并给

予了大量的支持、协助和指导。

据介绍，“银发无忧” 老年人保险项

目得到省市老龄办的肯定与支持，因为随

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的意外风

险问题日益凸显，推广老年人保险，能够

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

有效减轻政府和个人的负担。

新华保险相关负责人表示，老年人是

意外伤害风险较高的特殊群体，是最需要

保险保障的弱势群体。 从目前市场情况

看，大多数的险种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5岁

以下，或者从经营风险的角度要求老年人

缴纳高额保费，致使老年人可保的险种非

常少。因此“银发无忧”老年人保险项目

填补了市场空白，满足了老年人需要保险

保障的需求。

重阳节将近， 敬老爱老的社会话题持

续升温， 政府与社会各界也在积极倡导和

组织相关敬老关爱活动，前述负责人表示，

新华保险将一如既往承担社会关爱责任，

以服务老龄事业发展为己任， 协力打造

“政府显关爱，子女尽孝心，社会献爱心”

的关爱平台，也期望“银发无忧”老年人保

险能够成为新的重阳节关爱孝心大礼。

如果给你机会让你参加一场黄金交易大

赛，不仅有机会赚得盆满钵满，还能将一辆价值

10万元的宝马摩托车免费开回家， 不知你作何

感想？如果还在犹豫，机会或许就稍纵即逝了。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银行四川省分

行获悉，中国银行正在举办“第二届金交所代

理业务实盘交易大赛”，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至2014年12月19日，客户有机会获得价值10万

元的终极大奖———宝马摩托。

从2001年起， 黄金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大

牛市， 并直接催生大量贵金属交易机构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来， 其中不乏以高杠杆和连续交易

来诱惑投资者的公司或“交易所”，有的甚至与

投资者做对手盘，导致不少客户血本无归。

据了解，经相关部门批准，目前国内合法合

规的黄金交易场所只有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

期货交易所。通过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各大

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代理个人黄金交易品种，如

T+D产品。此外，为满足广大客户对黄金投资的

多层次需要，各家银行还推出了实物金条、纸黄

金、双向黄金宝、黄金期权等产品。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中国银行近期正

在举办 “第二届金交所代理业务实盘交易大

赛”， 主要就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个人

T+D业务，活动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至2014年

12月19日。 据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大赛奖品丰富，除了不少千元、万元

的奖品外， 还有一份终极大奖———价值10万元

的宝马摩托。如果你对黄金投资有一些研究，如

果你希望在工作之余为自己的家庭财富添上一

份亮点， 可到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或通过登录

http://www.boctd95566.com/网站了解详情。

中国银行贵金属专家建议大家，无论从资

金安全、交易规则透明度，还是合规合法等方

面考虑，都不要轻信市面上纷繁复杂的所谓贵

金属交易机构， 而应该选择合法的机构来参

与， 商业银行的交易渠道拥有绝对的安全保

障， 建议大家都通过银行来参与贵金属投资。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已经在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房子，也可以

到银行再办理贷款了。对已有抵押贷款（含房

屋按揭贷款）的客户，可以用抵押物的剩余价

值到成都农商银行办理顺位抵押，抵押率最高

可达90%。与此同时，成都农商银行还开发了

其他小微企业专属贷款产品，都没有任何手续

费，客户即使无抵押也可获得贷款，资料齐全

最快一天就能放款。

用足抵押物价值 解融资难题

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短、小、频、急”，但

大量企业主因房屋为按揭贷款所购，陷入了没

有抵押物就贷不到款的尴尬。

用抵押物再贷款， 就能有效缓解这些难

题。成都农商银行负责人说，很多小微企业主

和个体工商户已经把房产做过抵押贷款，有的

人房子本来就是按揭购买的，那么即便房子升

值了，现在要办抵押，还得先把贷款结清。“用

抵押物进行再贷款就解决了这个麻烦，比如客

户原来在银行按揭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子，现在

房子价值100万元，还有20万元贷款没有结清，

那么他可以直接拿这套房子到农商银行来办

速捷足值贷，按照最高90%的抵押率，他可以获

得70万元的授信额度。抵押物价值不能覆盖所

申请贷款金额的客户，还可追加保证人，进而

满足融资需求。”

还款方式灵活 最长可贷

3

年

据了解，成都农商银行针对小微经营者的

融资需求特点，灵活设定贷款期限、贷款利率、

担保方式和还款方式，突出“简、易、快”等特

征，“流水线”操作，提高审批和放款效率。该

行的 “速捷贷”、“灵活贷”、“存量客户一日

贷”系列产品，专为小微经营者定制，无抵押

也可贷款，且无任何手续费。

以“速捷贷”系列产品为例，授信额度最

高100万元，额度可循环支用；授信期限最短1

个月，最长3年；还款方式方面，则有多种方式

可选择，既可按月付息、到期还本，也可以选择

灵活还款的方式。

有融资需要的小微经营者可通过成都农

商银行网点、客服电话（962711）、在线金融平

台（http://zx.cdrcb.com）咨询及办理业务。

（文

/

吴宇宸）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又轻

松呢？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城市

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贷款机构表

示，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往品信金融了

解，也可以拨打便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

询。同时，笔者与品信金融总经理杨总探

讨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抵押放大

150%

杨总表示，品信金融致力于打造成都

市首个利息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

台。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客户凭全

款房当天就能拿到钱， 并享受银行利息。

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品信金融根据

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

率20%、 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厘的产品，品

种丰富，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

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 年限高达30年，住

宅商铺最高可放大150%， 而且一抵多贷，

额度更高，放款更快。距成功贷款只有三

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办理、成功放款，

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理贷款

“假如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者购

买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款。 免抵押，

及时审批， 当天放款， 享受超低银行利

息。”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中，个

别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

题，在银行不能正常贷款，品信金融会根

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

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品信金融开通的绿

色通道凭借合同房或者是车辆登记证也

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而且抵押房再贷

款先息后本，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快速借款 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 全款车、 合同房、 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

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和个人贷

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在

品信金融大厅， 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

女士，她面临300万元的资金缺口。通过朋

友介绍，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

86203336， 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通

过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 品信金融

又追加了100万元贷款。

（文

/

张蒙）

日前， 笔者从成都锦城个贷中心获

悉，今年一些商业银行无款可放的情况仍

有增无减。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

钱又轻松呢？想要融资的读者可拨打个贷

金融便民热线86748844，免费享受私人订

制融资方案咨询。

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银行利息

5

厘专享

该中心韩学表示，受余额宝模式影响，

个贷中心致力打造首个西部金融贷款超市

“个贷金融汇”———整合全川60多家银行

优势，让普通老百姓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针对银行要求各不相同， 个贷中心根据最

新银行政策推出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银

行贷款利率8折、最低5厘的多种贷款方案，

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

等，年限高达30年，住宅商铺可放大150%，

且一抵双贷，通过个贷中心VIP通道还可办

理10年先息后本。随借随还：贷款下来后使

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想借就借，

瞬间到账；想还就还，帮你省息；一次办理，

反复使用，让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按揭房也能办贷款，手续简放款快

“只要你有按揭房，就能凭借月供办

理无抵押贷款放大100倍， 放款快， 额度

高。而且用车辆贷款利息还能低至3厘多，

贷款不足还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弥补。而

且单独凭借个人工资也能贷款。” 个贷中

心业务主管刘湘介绍说。个贷中心开通的

VIP通道凭借合同房也能办理利息5厘5的

银行贷款， 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

方便快捷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应急贷款，当天到账

有全款房、按揭房、合同房、抵押房（含

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应急

贷款，速度快，半小时能拿到钱，额度高达

100%，方式灵活。在个贷中心大厅，笔者看到

心急火燎赶来贷款的陈女士，通过业内朋友

介绍， 陈女士拨通了个贷中心7×24小时一

站式贷款便民热线：86748844， 当天中午就

凭按揭房合同贷到了80万元。

（文

/

张蒙）

半个月内两宗合资保险企业股权相继挂

牌交易， 使得保险业界对合资保险股东频频

“婚变”的关注再度升温。

近日，来自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官方信息披

露，作为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两大股东之一

的中海油旗下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正

挂牌以10亿元的价格出售其持有的海康人寿

50%股权。就在9月初，中国邮政刚以1.56亿元

挂牌出让中法人寿25%股权。

事实上，在业绩不佳、股东管理分歧等多

种因素下， 合资险企大宗股权遭转让并不是

“新鲜事”。从2009年起，国内合资保险公司开

始频频上演“婚变”。仅以四川为例，目前在省

内开展业务的16家合资保险公司中，就有10家

曾发生重大股权变更。

业绩不佳或系股东撤资主因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先后有40余家

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有多家险企在

华设立办事处。然而近年来，合资保险公司频

遇大股东易主局面。如天安人寿（原恒康天安

人寿）、建信人寿（原太平洋安泰人寿）等公

司都遭遇外资大股东退出，由合资险企转为中

资险企；以中新大东方为代表的合资险企则遭

遇了外资大股东的减持。

中方股东退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除了上

述中海油投资拟退出海康人寿50%的股权外，

今年4月中国东方航空转让所持有的国泰人寿

50%股权，接盘方为上海陆家嘴金融。

业务发展缓慢、投资回报周期过长，或许

是险企大股东离场的主要原因。

安永最新发布的 《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

的未来发展方向 （2014）》（以下简称 《报

告》）显示，合资寿险公司10年间市场份额下

滑了3.3个百分点，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截至

2013年末，在28家合资寿险公司中，超过2/3未

能盈利；在21家合资财险公司中，11家盈利但

另外10家遭受亏损。业界人士表示，销售渠道

单一、 网点偏少是制约合资险企发展的主要

原因。

以刚被挂牌转让的海康人寿为例。 公开

资料显示，海康人寿成立超过10年，长期未实

现盈利，其中2013年净亏损9252万元，2014年

1~7月净亏损854万元。 不过在金融牌照稀缺

的情况下，保险股权似乎仍是“香饽饽”。中

海油挂牌海康人寿50%股权仅过数天，9月18

日，上市公司同方股份就发布公告称，拟收购

海康人寿50%股权， 预计交易金额为10亿元，

计划于10月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项

议案。

在川经营合资险企多数曾换股东

根据四川保监局的数据，目前省内开展保

险业务的合资保险公司共计16家，其中寿险公

司13家， 财险公司3家。 从近年来披露的情况

看，13家合资寿险公司中有8家曾发生过股权

变更，3家合资财险公司中也有2家发生过股权

变更。（见表格）

在上述16家合资险企中，未发生股权变更

的仅有中英人寿、中德安联、中宏人寿、中意人

寿、恒安标准人寿和国泰财险6家公司，其中恒

安标准人寿还属于 “变更未遂”———2009年，

恒安标准人寿的中外资股东天津泰达集团和

英国标准人寿拟各自出让25%股份给中国银

行，但谈判进行一年多以后以失败告终。

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中航安盟、安盛天

平和国泰财险三家合资财险公司原保费收入

合计约3.11亿元，在全省33家财险公司的222.7

亿元原保费收入中，占比仅为1.4%；而13家合

资寿险公司的原保费收入合计约19.9亿元，占

比也仅有约4.3%。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昨日， 全国多个城市的网友反映交通

银行业务系统出现问题，称“钱被吞”、“不

吐钱，已自动扣款”等等。昨日下午，交通银

行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 该行部分业务系

统确实出现了短暂故障，目前已恢复正常。

在给记者的回复中，交通银行表示，昨

日下午， 该行部分业务系统运行出现了半

小时左右的短暂故障，目前已恢复正常。涉

及客户的账户信息、 交易信息是完整和安

全的。对由此给用户带来的不便，交通银行

表示了歉意。

截至昨晚发稿时为止， 成都商报记者

登录交通银行官方网站和拨打客服热线，

都已经能正常使用。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业务系统昨现短暂故障

交通银行回应“客户账户、交易信息完整安全”

关爱老年人———

新华保险四川分公司

推出“银发无忧”

老年人关爱保险项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文

件精神，推动四川省老龄人员保障关爱工程建设，积极

稳妥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老龄人群保障关爱工作，新

华保险四川分公司在重阳节来临之际特别推出“银发无

忧”老年人关爱保险项目。

随着投资逾10亿元的通威国际中心启用，

本土知名企业通威集团向外界宣布开启了国

际化发展的新征程。

上周六（9月20日）上午，通威国际中心落

成暨管理总部乔迁盛典在位于成都城南的通

威国际中心举行，通威集团管理总部“搬家”

正式入驻通威国际中心。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随着适度多元发展

战略的推进，通威集团以农业、新能源为双主

业，并在化工、宠物食品、IT、建筑与房地产行

业快速发展的战略构架开始形成。

项目只租不售 多家企业签约入驻

据了解， 通威国际中心总投资逾10亿元，

是通威集团在成都城南建设的以国际级硬件

配套标准打造的“超甲级写字楼”。通威集团

方面强调，作为业权统一的持有型物业，通威

集团100%自持，只租不售，统一运营，以确保其

高端物业品质。据悉，目前已有恒丰银行成都

分行等多家国内外大型企业签约入驻。

乔迁盛典当日也即通威集团 “32周岁

生日”。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对32年

来一直支持通威发展壮大的社会各界致以

衷心感谢，并表示“管理总部正式入驻通威

国际中心， 由此开启集团国际化发展的新

征程。”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秘书长、全国畜牧总站

站长李希荣认为，通威拥有优秀的科研团队与

雄厚的技术实力，长期深入三农一线，传播科

学养殖理念，研发先进养殖模式，为我国农民

致富增收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在日前发布的“2014

成都企业100强”、“2014成都制造业100强”双

百强榜单中， 通威集团以销售收入461亿元排

名两榜的第三位。同时，通威集团在资产总额、

净利润、纳税总额、研发费用、海外收入等多项

细分指标榜单排名中，均位列前10强。

坚持两大主业 积极探索地产领域

在当天的仪式上，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

工商联主席陈放表示，通威集团作为我省乃至

全国民营企业的代表， 经过32年稳健快速发

展，在坚持发展农业、新能源两大主业的同时，

适度多元地探索地产领域的发展。

农业板块方面，来自通威集团旗下上市公

司通威股份的2014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

营收增长9.39%至63.7亿元， 净利润为0.84亿

元，同比增长95%。

在房地产业务上，2012年下半年， 通威集

团旗下地产板块“仙湖公馆”亮相，低调的通

威地产进入公众视野，这被业界解读为通威地

产将大举进军房地产的信号。2013年， 通威地

产在商业地产亮剑，通威国际中心正式启动全

球招商。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新华保险专栏

“装在口袋里的客服大厅” 新华保险微信公众号开通

中国银行专栏

按揭房也能直接到银行贷款

个贷中心专栏

成都个贷———银行贷款利息最低5厘

通威管理总部“搬家”

开启国际化发展新征程

品信金融专栏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成都农商银行专栏

来中国银行炒黄金 赢取10万元宝马摩托

在川合资保险公司相关情况

公司名称

1-7

月原保险

保费收入（万元）

曾用名（或股权转让情况）

合资寿险

工银安盛川分 44298.01 原名“金盛人寿”，被工行收购股权后更名“工银安盛”

华泰人寿川分 12310.71 最初由华泰财险发起设立的中资公司，后外资通过增资，变成一家合资保险公司。

北大方正人寿川分 11469.67 前身为“海尔纽约人寿”，后更名“海尔保险”，现名“北大方正人寿”。

招商信诺川分 9746.92

2013年8月， 保监会批准招商信诺原股东深圳鼎尊将其持有的招商信诺

50%股权转让给招商银行。

中新大东方川分 8023.99 2013年进行股权重组，原两大股东各减持25%股份，同时引入两家新股东。

中美联泰川分 7613.4

由中美大都会人寿和联泰大都会人寿合并更名而来，合并结束后公司更名为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

中航三星川分 2864.36 中国银行旗下中银保险入股正在进行中，有望变身银行系险企

海康人寿川分 130.47 中海油拟10亿元转让50%海康人寿股权，正在进行中

合资财险

中航安盟川分 15348.68

原是独资公司“安盟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参与增

资，更名“中航安盟”

安盛天平川分 14816.27 原名天平保险，后引入外资安盛保险，更名“安盛天平”

中海油拟10亿出售海康人寿50%股权

频传“婚变”

合资险企“水土不服”？

记者查询发现，在川经营的16家合资险企中有10家曾经或正在发生重大股权变更

资料来源：四川省保监局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