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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爽
本报通讯员 朱沙

6月28日，山东知名乳企济南佳宝乳业
在济南举办“农银e管家”佳宝乳业现场订
货会，与会企业纷纷使用“农银e管家”办
理在线支付。济南佳宝乳业相关负责人说：
“‘农银e管家’确实太方便了，今后大家
订货就用它下订单吧！”据了解，截至今年
6月末，“农银e管家”平台在山东省进驻商
户56483户，其中县域35501户；今年累计交
易金额12 . 7亿元，其中县域5 . 85亿元。

近年来，农行山东省分行以农村电商金
融、数字普惠金融、三农网络融资及农村信
息进村入户等方面为重点，积极开展互联网
金融服务“三农”工作。目前，该行正在积
极打造“互联网+产业链”“互联网+农产
品交易市场”“互联网+县域流通”“互联
网+惠农通服务点”等电商服务模式，从而

打造“一圈（惠农圈）一链（生态链）”服
务“三农”新模式。

该行紧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县域批
发商、惠农通服务点等涉农产业链客户，立
足于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等核心电商场
景，切实做好农村电商金融服务，实现对农
企农户服务的平台化、标准化、综合化。该
行重点建设和推广“农银e管家”电商服务
平台，推动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实现
“三农”客户在平台上“全国买、全国
卖”。

记者了解到，“农银e管家”是农行针
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为传统企业快速实现
转型而量身打造的B2B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平
台。它集供应链管理、电子渠道结算于一
体，实现在线商品展示、销售、支付和账务
管理等多项功能，进一步扩大企业销售范围
和客户群体，提升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管理
效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为企业创造更大

价值。聊城曲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进驻
“农银e管家”电商平台1个多月时间，就已
发展了省内、外下游渠道商户46户，下游终
端商户22户，累计结算金额达97 . 2万元。

据了解，目前该行正在尝试“三农”网
络融资服务。推动传统涉农信贷产品的线上
化，加快用信环节的线上化改造，实现客户
“一次授信，在线自助，随借随还”，提高
客户业务办理效率。加快数据信息向信用指
标的转化，依托“三农”电商平台积累的客
户购销合同、订单信息、交易流水、经营规
模、经营质量、客户评价等数据为基础，建
立多维度信用评价模型，开展纯信用的网络
融资业务。

该行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推进“金穗惠农通”工程互联网化升级，做
好与“三农”电商平台的对接。同时，加快
在惠农通服务点布放具备互联网接入方式的
惠农终端，推进业务线上化、智能化和多元

化，支撑应用场景的叠加和金融服务的拓
展。

该行还积极与政府部门开展渠道共建、
平台对接、信息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加载
财政、社保、公用事业等涉农代理项目，逐
步将惠农通服务点扩展成普惠金融便民点、
电商交易服务点、村民信息采集点、市场营
销和农户贷款辅助办理点、理财产品代销点
和“三农”信息传播点，最终打造成为综合
金融服务站点。

五莲县中至镇居民厉福强告诉记者：
“在农行惠农服务站就能方便地提款、转
账，需要贷款的话，在这里提出需求，农行
就会派工作人员来调查，非常便捷！”厉福
强办业务的新型“惠农通”服务点，依托移
动POS、智能平板等互联网移动终端不仅可
以完成转账支付等基本功能，而且可以实现
网上理财、水电费缴纳、保险购买、贷款申
请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上海电 由中泰证券上海分公司、

鲁证期货、赞庚集团联合主办的“芒种-星
计划”启动仪式7月2日在上海举行。该计划
携手业内优秀的银行、期货经纪商、FOF管理
机构，面向优质成长期私募构建的业务圈层。

中泰证券副总裁黄华、鲁证期货资产管
理部总经理孟涛与赞庚集团总经理郭绪地参
加了启动仪式。黄华向现场嘉宾介绍了中泰
证券逐渐形成特色的机构服务现状，表示将
努力打造覆盖私募基金管理人发展各生命周
期、各业务阶段，极具业务黏性、资源黏性
和服务系统性的私募业务聚合平台。

会议邀请了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权益投

资经理洪晓峰、合富私募金服总经理朱继
米、中泰证券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高瑞东、
中泰证券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何波、中泰证
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文，分别就当前
市场环境下银行FOF的资产配置策略、监管
新规下如何构建私募基金合规运营体系、
201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中泰证券为机构客
户打造的极速交易通道XTP，以及筹办“芒
种-星计划”的市场背景服务框架等进行了
主题介绍与观点分享。

圆桌论坛中，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潘江分享了2017年下半年A股布局
上的观点。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中心投资
顾问部主管唐维恺、上海赞庚投资集团FOF

投资总监张莉娜以及珠池资产管理有限研究
总监刘朝阳共同探讨了FOF投资中的逻辑、
FOF基金筛选投顾的标准以及下一阶段重点
配置的基金策略。微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融分析部邓颖分享了人工智能在资产管理
和投资顾问业务上的应用，何波分享了中泰
证券在量化交易和程序化交易方面的布局。

中泰证券上海分公司计划在2017年下半
年大力发展机构经纪业务，通过“芒种-星
计划”搭建一个资本引介平台、标准化服务
平台、资讯和资源的交流互动平台，以成长
期私募为核心，以资本、技术、媒体和经纪
商服务四位一体，构建一个开放、集聚、分
享、共赢的私募新生态。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李扬

财富管理行业转型方向在哪？与传统金
融的差别在哪？不同客户的理财需求在哪？
互联网技术如何改变财富管理？7月13日，
宜信财富公司在济南举行成立11周年巡回演
讲活动。针对上述问题，宜信财富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唐宁接受记者采访，并介绍了公
司的投资案例、投资理论、发展战略等。

从产品代销到资产配置

从以产品为中心的代销，到以客户为中
心的资产配置，将是财富管理行业的转型方
向。

“财富管理行业成熟的标志是，机构以资
产配置为核心逻辑进行投资者教育和产品服
务的落地实现，去规划企业发展战略；客户在
理财时，也是自上而下地用资产配置的逻辑
进行规划。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没有财
富管理行业。”唐宁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还提到了资产配置“黄金三原则”，
即：跨地域国别配置，跨资产类别配置，以
FOF（多策略母基金）方式超配另类资产。

何为FOF？一支私募股权母基金投入到
5-1 0只不同的基金之中，这些基金涵盖不
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涉及白马、黑马、

斑马基金，这样的配置才能够做到风险可
控，并且获得高回报。“高净值人士参与二级
市场投资也是用母基金的方式，配置到多支
不同策略的阳光私募或对冲基金中。”唐宁表
示。

全球经济正在转型中，“新经济”会带
来更多机遇，也会给财富管理带来更多挑
战。唐宁认为，财富管理行业面临五大趋
势：第一大趋势是从固定收益投资到权益类
投资的转变；第二个趋势由短线投机到长线
投资；第三个趋势是由中国到全球；第四个
趋势是由单一产品、单一项目、单一机会到
资产配置；第五个趋势是一代到二代的传
承。

与传统银行业错位发展

宜信所代表的新金融，始终把自身定位
于对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的补充。
对唐宁而言，宜信将一直是一家与银行业务
错位发展的金融公司。这在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中得到体现。

市场上，类似于谷歌、微软等顶尖企业
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中小微企业。“通过
宜信的普惠金融服务，让它们成为适宜、有
效的中小微企业。”唐宁说，由于传统借
贷、投资方式落后，闲置资金缺乏升值通

道，资金匮乏时又无处可求，着导致中小企
业发展动力不足、持续时间较短等。

随着企业信用体系逐步建立，为中小微
企业提供网贷服务成为金融科技的前沿。宜
信财富正在进行数字化的提升与信用判定的
完善，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
获得信息、分析数据。

在技术辅助下，从小微企业能拿出来的
资料中找到信用佐证和信用痕迹，直接提升
了贷款审核、发放的速度。比如，宜信和
ebay合作，其平台上几十万中国商家，凭过
往交易记录就可能获得贷款；和大中型超市
合作，以发票机上留存的数据为信用依据，
向供货商提供周转资金等。

如何选定中小微企业，宜信也摸索出行
之有效的鉴别方法，唐宁称之为“六脉神
剑”，简称6个M：“第一个是Market即市
场；第二个是Mod e l即模式；第三个是
Money即资金；第四个是Man即团队；第五
个是Mobile即移动，善于利用移动互联网技
术；第六个是Motivation即动机、初心。”

智能投顾填补市场空白

据介绍，从2012年到2015年底，美国智
能投顾管理的资产规模从几乎为零增加到
190亿美元。智能投顾传入国内后，得益于

个人投资者对网络的普遍接受和个人投资理
财服务需求的提升，国内的智能投顾平台从
无到有，呈现井喷式发展。

宜信财富在去年推出投米RA智能投
顾。据介绍，投米RA目前的底层资产为全
球ETF投资组合。ETF具有风险分散度高、
透明度高、安全稳健、受基金经理影响程度
小等特征。

唐宁介绍说，宜信财富投米RA的智能
之处在于，在详细了解投资者各方面信息
后，通过数学优化计算得到最优的投资组合
配比，进行实时智能跟踪，自动再平衡资产
配置计划，提高资产风险回报率。

会上还提到，优秀的智能投顾产品需要
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投资标的，配置全球化
资产组合；二是服务体验，提供专属投资方
案、操作简便；三是安全透明，实时监控资
金收益，投资受到相关法律、协会或监管机
构保护与赔偿；四是团队成员，创始人及核
心成员的背景经历与业绩案例能够胜任挑
战。

据业内人士介绍，所有的智能投顾服务
几乎都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实践，背后的
模型也以此为依据。但之所以在收益率上有
差别，主要因为不同的机构对数据、指标和
模型的理解不同，这正是智能投顾行业竞争
的关键所在。

以农村电商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三农网络融资等为重点，开展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

工作———

农行山东分行打造服务“三农”新模式

与传统金融错位发展

财富管理行业深耕资产配置

中泰证券成长期私募“芒种-星计划”启动

7月17日，淄博周村烧饼博物馆的工
人在制作烧饼。

周村烧饼作为山东的一种传统小吃，至
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烧饼制作一直沿用
传统配方和工艺。2008年，周村烧饼传统手
工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近年来，周村烧饼充分利用现代电商平
台，创新营销机制，将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到
全国各地。

□新华社发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太平人寿首创行业“一揽

子”VIP健康服务解决方案，搭建健康管理
服务生态圈，推出“从预防保健，到主动干
预、就医救援及康复养老一揽子健康服务解
决方案”，进行全流程、体系化、涵盖全生
理周期的生态链式健康管理。

2017年，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
体验，太平人寿在健康管理服务上对钻石级
VIP客户首次推出“医生到府服务”。根据
客户需求，太平人寿为约定范围内的客户提
供约定城市范围内的、客户所在当地有多年
从业经验与相关专长的医师上门为其提供一
对一深入健康指导，成为太平人寿健康管理
增值服务之一。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高新区某学

校施工工地发生一起意外坍塌事故，多名施
工人员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平安人
寿济南分公司了解到这件事后，立即调派济
宁工作人员火速赶往现场搜寻客户，并成立
应急小组协助实施救援。

在经过现场工作人员努力排查、核对、
寻找之后，终于在次日下午发现一名平安人
寿客户。不幸的是，这名客户已于事故当晚
去世，现场的平安人寿工作人员快速整理了
客户资料，开通绿色理赔通道，仅仅用了2
个小时就完成66万余元理赔款的赔付。

山东太平人寿

推出“医生到府服务”

济南平安人寿2小时

快速理赔66万元

老字号焕发新生机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郓城讯 今年以来，郓城县启动党员“红色信贷”

活动，以“党组织推荐、党性担保、银行核发、贴息奖励”
为主要内容，把促进该县农村党员返乡创业、就业作为“双
联双创”和“创先争优”活动重头戏。截至目前，全县已发
放“红色信贷”960余万元，扶持农村1200名党员创业，发
展创业项目26个；全县农村新创办特色种植、食品加工、物
流运输等各类经济实体13个，辐射带动全县农民人均增收
400元。

为规范农村党员“红色信贷”操作程序，郓城县印发农
村党员“红色信贷”活动档案，对全县农村党员的收入项
目、信贷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登记，建立专门档案。通过党
员个人申请，村党支部推荐、乡镇党委审查、银行审批等程
序，农村党员凭贷款证就可办理贷款手续，贷款5万元以下
的无需提供担保和抵押。同时，人民银行郓城县支行引导辖
区金融机构积极与农村党员对接，全县41处农商行党支部与
690个行政村支部结成帮扶对子，定期为农村党员创业提供
生产经营信息咨询服务。

郓城超960万元“红色信贷”

激发农村党员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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