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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爽

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日前在济南发布了
全省保险业扶贫公益典型项目。记者了解
到，自2016年中国保监会与国务院扶贫办联
合发布《关于做好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的意见》以来，山东保险业在行业发展的同
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涌现出一大批保险
精准扶贫的优秀案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山东省共有省级保险公司94家，共开展了扶
贫公益项目110个。

在扶贫方式上，山东保险公司不断探索
和创新，充分发挥行业在风险保障、社会管
理、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从捐钱、送物扩大为结合当地特色，紧
紧围绕“产业扶贫、产品扶贫、补位扶贫”
等与主业相关的持续性扶贫。此次获评的全
省保险业扶贫公益典型项目有：

◆太平洋寿险山东分公司

“希望太平洋·圆梦行动”

项目
扶贫先扶智，为帮助山东贫困高考学子

实现梦想，太平洋寿险山东分公司与共青团
山东省委2017年7月联合发起“希望太平洋·
圆梦行动”贫困高考学子资助活动。

由共青团山东省委遴选1000名（每年
200名）贫困优秀高考学子，按照每人4年的
资助，每人资助总额1万元。这项活动作为
一个长期项目运作5年，对每位贫困学生进
行4年持续资助，活动预计投入1000万元资
金资助。

◆大地保险山东分公司联手宋庆

龄基金会开展

“农民创业接力棒”项目

“农民创业接力棒”是大地保险山东分
公司2016年联合省林业厅，对接上海宋庆龄
基金会引入的精准扶贫公益项目。

该项目通过选择有能力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提供无息资金给社员农户创业，帮助农
户种植和销售较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资金
分三年归还并用来资助下一家农户。基金会
确定潍坊临朐永诚山楂合作社成为“农民创
业接力棒”项目在山东落地的首家对口支持
单位。“农民创业接力棒”将提供近100万
元三年无息贷款资金支持，帮助20户农户脱
贫致富。

◆平安财险山东分公司

建档立卡贫困户

农险保费减免计划
2018年1月，平安财险山东分公司对农

业保险承保区域内的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行小麦、玉米、棉花保险“零保费”，该
方案已报备山东保监局、省农业厅、省财政
厅。

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对曹县、广饶县承
保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户7万户，预计小麦、
玉米承保面积13万亩，总保费约200万元，
其中应由农户自负的保费20万元全部豁免，
由平安财险山东分公司承担。

◆安华农业保险滨州中心支公司

向惠民皂户李镇

中心小学捐资助学项目
惠民县是农业大县，资源匮乏，在教

育、卫生等公共设施的投入上捉襟见肘，
2015年安华农业保险滨州中心支公司调研后
与惠民县政府达成捐资助学意向，捐款50万
元资助惠民县皂户李镇中心小学建立新教学
楼。2016年，公司再次向小学捐款6万元，
购入图书、电子琴、篮球等文体用品。

◆人保财险菏泽市分公司

多点发力助推脱贫攻坚

2017年菏泽贫困人口达到91 . 5万人。人
保财险菏泽市分公司进行一对一定点帮扶，
先后认领了天宫庙、张王庙、费庄行政村等
9个扶贫联系点，并派驻“第一书记”深入
村里，陆续引入鞋底和工艺品制作等扶贫项
目，通过产业扶贫，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
并投入资金10万余元，为村里购置宣传广播
系统、建设农村阅览室、修缮危房等。

此外，公司先后向省扶贫开发基金会菏
泽办事处捐赠了30万元扶贫基金，向镇西黄
庄行政村定向捐赠6 . 5万元扶贫基金，向菏
泽全市39 . 4万户贫困家庭捐赠118 . 2万元的贫
困家财险保费。2017年，推出“扶贫车间务
工人员意外保险”项目、商业性扶贫设施大
棚（温室）及设施内蔬菜（瓜果）保险等多
种扶贫产品。

◆人保财险滨州市分公司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承保医疗商业补充保险
2017年，人保财险滨州市分公司独家承

办滨州市脱贫攻坚期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
疗商业补充保险项目，为滨州市85179名贫
困人口提供29 . 81亿元保额的医疗保障，利
用“政府+保险”扶贫模式，减少因病因灾
返贫，对贫困人口增添保险“保护伞”。截
至2018年5月底，该项目在滨州全市已补偿
人次14189次，补偿人数5914人，补偿金额
660 . 20万元，结算赔付率85 . 60%。

◆阳光人寿山东分公司

“阳光之星爱心计划”

“阳光之星爱心计划”由阳光保险及旗
下公益基金——— “阳光之星爱心基金”发
起，每年投入约200万元公益费用捐建阳光
之星博爱学校。自2008年以来，阳光人寿山
东分公司向援助的学校一次性捐赠20万元爱
心款，用于改善学校配套设备。该项目在山
东已开展多年，共向7所（不包含青岛）学
校捐助善款140万元，受益人群超过1400

人，有力支持了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长城人寿山东分公司

“萌芽100”

爱心图书室公益项目
长城人寿自 2 0 0 9年开始启动“萌芽

100”爱心图书室公益活动，9年来，长城人
寿山东分公司已在山东地区捐建爱心图书室
27座，捐赠全新图书近7万册，直接受益学
生超过1万人，间接受益对象超过2万人，爱
心播撒至济南、淄博、威海、泰安、济宁、
临沂等11个市。

◆中英人寿山东分公司

“星星点灯·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
“星星点灯·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

是中英人寿关爱留守儿童的一项大型公益活
动。自2010年以来，中英人寿山东分公司连
续7年对周边地区4所贫困小学开展爱心支教
活动，捐赠爱心物资以及援建“中英关爱小
屋”，关爱超过1000名留守儿童。2017年11
月，中英人寿山东分公司开展以“科技点亮
未来”为主题的中英人寿2017“星星点灯·
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计划”山东站活动，让留
守的孩子们感受科技的魅力。

◆天安人寿山东分公司

莱芜市茶业口镇公益行

2016年，天安人寿山东分公司将莱芜市
茶叶口镇作为扶贫工作点，并将敬老院36位
老人和15个贫困村70位单亲、生活困难的小
学生确定为重点帮扶对象，向每位小学生资
助1000元的助学金，给每位学生的家庭办理
了一份价值200元为期一年的全家宝意外
卡，共计投入资金12万余元。2017年，公司
又投入30万元为该镇汪洋中学的孩子们重新
修建了一座安全桥，避免了安全隐患。

我省发布保险业扶贫公益典型项目

□ 本报记者 李 铁
于新悦 张 晨

“这一季的黄瓜真不赖，一棚能卖
将近12万元。”沂南县依汶镇南栗沟村村
民刘京庆说。6月21日下午，刘京庆刚刚
把半年来卖菜的账算清，每个大棚近12万
元的销售收入让他喜上眉梢。

今年1月，刘京庆投资100多万元，在
村里建起4个双模双结构大棚，种上了黄
瓜和西红柿，春节前后，两种蔬菜就开
始收获。“新盖的大棚又高又宽，每个
棚占地2 . 5亩，比原来的拱棚好多了，机
器 能 开 进 去 ， 人 在 里 面 也 宽 敞 、舒
坦。”刘京庆说。

近两年，南栗沟村不少蔬菜大棚都
更新换代。据了解，南栗沟村是蔬菜种
植的老区，起步很早，但发展不好，原
来的拱棚种菜费时费力，产量还不高，
一年下来村民挣不着几个钱。盖新大棚

能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收入，但这一大笔
投入却让村民犯了愁，年轻人只能放弃，
选择外出打工。

“邮储银行的‘富民发展贷’帮了
我们的大忙！”南栗沟村村支书解忠士
说。在得知南栗沟村缺钱后，邮储银行
客户经理隋学凯主动上门，为村民细致
讲解信贷政策。“富民发展贷”是邮储
银行沂南县支行在2016年初开发的产品，
贷款额度为10万元，期限为1年，在农村
金融产品中利率较低，能够较好地减少
借款人的融资成本，缓解经营资金压
力。

同时，沂南县引入社会评价分类机
制，县财政拿出1000万元设立风险补偿金，
并按贷款金额的一定比重购买第三方担
保服务，担保费用全部由县财政承担，借
款人在按期还本付息后给予贴息。

“村民都用上了‘富民发展贷’，
手续很简单，只要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四五天钱就能到个人账户上。”刘京庆
说。据了解，2016年，“富民发展贷”一
出台，南栗沟村经营者就申请了200多万
元的贷款。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沂南县很早就

开始探索扶贫信贷工作。围绕精准扶
贫，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邮储银行积极参与创新“富民
农户贷”和“富民生产贷”信贷产品，
创造了金融扶贫“沂南”模式。截至目
前，沂南支行共参与发放富民生产贷3600
万元，带动近800户贫困户脱贫。

“富民发展贷”是在上述两种扶贫
信贷产品基础上的拓展。“在金融扶贫
工作中，我们发现，‘富民农户贷’针
对的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非贫困群众不
能突破界限享受这一政策，而很多农村
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青年以及部分已
脱贫的群众普遍缺少发展资金。”邮储
银行沂南县支行行长李海峰说。

“富民发展贷”与扶贫小额贷款形
成产品互补，填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
白，瞄准的是精准脱贫的“后半场”，
贷款人可以是已经脱贫的原建档立卡贫
困户，也可以是普通群众。此类贷款旨
在帮助农民发展产业经营，推动农业设
施改造，促进产业转型。

“在农村，群众贷款无抵押一直是
一个难题。”隋学凯说。“富民发展
贷”创新性地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作为抵押增信措施，实现了以权融资。
截至目前，沂南县累计投放贷款2900笔2
亿多元，主要用于大棚蔬菜种植、农资
批发销售、环保养殖、木材加工、农产
品初加工、农产品流通等涉农行业。

“按照贷款户自筹不低于50%配套资
金测算，我们目前投放的2亿多元贷款将
有效撬动社会生产经营性资金超过2亿
元，增加农村资金总量4亿元以上进入生
产经营。”李海峰说。

如今，南栗沟村贷款的渠道越来越
宽。去年10月，该村被邮储银行临沂市分
行选定为信用村建设首家试点村，全村
137户经营业主得到授信868万元。信用村
模式不仅为村民办理贷款提高了效率，
而且也使村民得到了专业、优质的信贷
服务和更优惠的贷款利率。不到一年，
邮储银行临沂市分行已建成了87个像南栗
沟村这样的信用村，累计投放资金1 . 9亿
元。

“现在大家再也不觉得贷款是件难
事儿，只要肯吃苦、经营合法，资金问
题不是事。村里有几对在外面打工的夫
妻，听说了这好事儿，也都回家种大棚
了，挣得不比在外面少。”解忠士说。

“富民发展贷”瞄准精准脱贫后半场
旨在帮助农民发展产业经营

中国银行临沂分行选派“第一书记”马会玉———

当好群众脱贫致富“引路人”
□ 本 报 记 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张晓明 丁梦

地处革命老区沂蒙山腹地的蒙阴县
云蒙湖生态区新官庄村，坐落在云蒙湖
西北侧，由公家万、熊家万和高庄三个
自然村组成，曾出过以公鼐为代表的公氏
旺族。为支持云蒙湖建设，小山村历经两
次搬迁，现有村民1600人，党员61名，人均
耕地不到半亩，多为半坡山地。前几年，由
于缺少村级生产经营项目，村集体收入几
乎为零，为省定贫困村。

“马书记是我们脱贫致富的‘引路
人’，是我们的恩人，更是亲人。”提
起驻村“第一书记”马会玉，村民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2016年，中国银行临沂分
行员工马会玉，作为临沂市选派的第三
批“第一书记”前来驻村。

采访当天，49岁的村民公维利正在村
里的渔业园打工，“在这干，一月工资
两千元，空闲时间还能回家喂兔子。”
渔业园和兔子养殖两项工作，一年能给
公维利带来六万元收入，“原先没有这
些产业，两个儿子上学花钱也多，只能
出去打零工，日子很紧巴”。

“俺们村土壤贫瘠，种植普通农作物
产量低、效益差。渔业园能把村里的土地
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这个项目对俺们来
说真是大好事。”该村贫困户公衍才说。

村里的渔业园项目，采取贫困户入
股分红+村集体帮扶的模式，助其达到省
定脱贫线。63岁的村民康庆梅，是村中典
型的贫困户，老伴两年前因癌症去世，
家中一贫如洗。渔业园占用了她三分土
地，这样，她在获得一部分土地租金
外，也可以享受入股分红加村集体资金
兜底帮扶。

两年时间，马会玉所在的“第一书
记”工作组共引进资金数百万元，引进
生产项目5个，建设民生项目6个，新上21
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新建温室大棚三处
共5500平方米，新建450平方米来料加工
车间和存栏2000只标准化兔舍，解决贫困
户11人就业。其中，仅兔舍一项，就能为
村集体增加租金收入1 . 5万元。

全村有200多名30岁至65岁的妇女，
如何让她们行动起来，创收致富自立自
强？“第一书记”工作组和村两委经过
考察论证，投资13万元建成同心源编织袋
加工厂。村里近20名妇女成为了“家门口

的工人”，赚钱顾家两不误。
派驻期间，马会玉发现，熊家万村

的自来水管道年久失修且严重老化，多
处出现漏水、管涌等问题，导致该村大
部分村民无法正常使用自来水。他第一
时间与中国银行临沂分行取得了联系并
说明情况。2017年底，临沂分行获得省行
批复，出资10万元对熊家万自来水工程进
行了施工改造。

去年8月，在得知村民公衍斌的女儿
公睿因患白血病入院治疗的消息后，马
会玉第一时间与中国银行临沂分行说明
情况，中国银行临沂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周曙光当即作出安排，要求随时关注
患者的治疗情况，“既要扶贫，更要救
急”，并个人带头捐助1万元现金。

“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不仅要帮
助乡亲们摘掉贫困帽子，还要让他们获
得更多的幸福感。两年来，马会玉通过
召开党员会、支部会、座谈会等形式，
为村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村民们凡
事都有了主心骨，全村整体设施和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中国银行临沂分行积极
响应总、省行号召，派出‘第一书记’

到贫困村帮扶建设。马会玉是我行派出
的‘第一书记’，为驻村建设作出了积
极贡献。今年我行又派出了第四批‘第
一书记’，对莒南县贫困村进行帮扶，
这也是我行连续派出的第三批市派驻村
‘第一书记’。下一步我行将继续坚持
落实中央的金融扶贫政策，助力精准扶
贫、服务脱贫攻坚，继续做好第一书记
的坚强后盾。”周曙光说。

近年来，中行临沂分行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扶贫攻坚政策，多次组织员工捐
款、慈善捐献等公益活动，积极关注、
支持扶贫事业，把扶贫工作纳入年度工
作计划。为响应精准扶贫号召，至2017年
末，中国银行临沂分行以县域为重点，
在全市农村地区共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
229家，开立支付结算借记卡16482张，服
务范围幅射16000多个农户、近20000个家
庭，续作涉农贷款金额共计69 . 74亿元，
精准扶贫贷款1500万元，打通了农村金融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此外，辖内临
沭支行主动联系当地扶贫办和授信企
业，通过为企业申请1000万元贷款规模用
于产业精准扶贫，截至目前，企业已实
现帮扶贫困人口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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