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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地处沂蒙革命老区，
是山东省脱贫攻坚重点市，有贫
困人口44 . 2万人，占全省的六分之
一。该市将2017年作为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力求在精准扶贫、
防止返贫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农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益虎
介绍，为深入做好脱贫攻坚金融
服务工作，该行紧紧把金融支持
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
和难点，增强贫困人口“造血”功
能，助力沂蒙革命老区产业发展
和群众脱贫致富，提高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

据统计，截至7月末，农行在
沂蒙革命老区6个脱贫任务较重
的县贷款增加16亿元，增速达到
14 . 1%，高于全省农行8 . 82个百分
点；发放小额扶贫信贷3 . 26亿元，
较年初增加6400万元，建档立卡
贫困户贷款余额达到5 . 9亿元。

农行山东省分行开展了金融
支持产业扶贫进万家活动，对有
扶贫劳动意愿和能力的涉农企
业，逐户开展金融需求摸底工作，
逐户建立金融服务档案，落实服
务责任。创新推广可复制、可推广
的“金融+”扶贫模式，支持农业龙
头企业通过就业带动、发展生产、
收益返还等方式，带动贫困户脱
贫。推出了“农行+龙头企业+订单

农户”扶贫模式，临沭、莒南等支
行向山东富亿农食品、金沂蒙集
团等企业投放信贷资金2 . 2亿元，
带动贫困户3700多人实现就业脱
贫；推出了“政府扶贫资金+财政
贴息+农行+企业+农户”扶贫模
式，沂水县支行为青援食品、大地
玉米等龙头企业发放贷款7700万
元，带动贫困户1500余人；推出了

“让利资金+龙头企业+农行+农
户”扶贫模式，蒙阴农行对蒙阴万
华食品等7户企业发放贷款5830
万元，贷款执行基准利率，惠及近
1200户贫困户。

该行开展了“一行一项目”
专项对接活动，按照“每个县农
行对接1个扶贫项目”的要求，各
行依据当地制订的《脱贫攻坚计
划》，梳理易地搬迁扶贫、光伏扶
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项

目，建立“金融扶贫项目库”。积
极支持光伏扶贫项目，为平邑、
沂水2个县的光伏扶贫工程项
目，审批贷款7亿元，投放贷款2
亿元，惠及贫困人口6 . 3万人；大
力支持乡村旅游项目，为莒南卧
佛寺公园、兰陵农展馆项目、蒙
阴岱崮旅游项目审批贷款3 . 58亿
元；大力支持沂蒙革命老区县域
民生项目，为兰陵、郯城、蒙阴3
县的大班额改造项目投放贷款
1 . 37亿元，为临沭县人民医院改
造项目投放贷款3亿元。

农行山东省分行加强金融
精准扶贫产品创新，按照“一县
一业、一行一品”的思路，因地制
宜创新了“苹果贷”、“大蒜贷”、

“蔬菜大棚贷”、“光伏扶贫农户
贷”等特色产品。目前，已经累计
发放贷款1 . 2亿元，支持贫困地区

特色产业发展；为2197户水果种
植户办理“金穗快农贷”互联网
信用贷款，已审批贷款6746万元。
创新推出政府、担保公司、银行、
扶贫主体四方参与的“扶贫四联
贷”产品，搭建“政银担”扶贫合
作平台。郯城县、费县、平邑县、
蒙阴县农行与担保公司及政府
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发放贷款
1800万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360户。探索“投贷结合”模式支
持贫困地区重大项目，农行成功
为沂南县承销发行了5亿元扶贫
社会效应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
全部用于脱贫攻坚工程项目，是
全国金融系统首支扶贫社会效
应债券。

据介绍，农行还做实金融扶
贫工作机制，加大减费让利力
度，单独配置扶贫贷款规模，贷
款利率优惠力度与企业直接帮
扶贫困户数量相挂钩，贫困地区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高于同业，
贫困户贷款执行基准利率。优化
扶贫信贷业务流程，对金融扶贫
业务专设绿色通道，优先进行受
理，优先进行审查审批，优先发
放，明确调查、审查、审批各环节
的责任，落实限时办结制。建立
问责制度，对金融扶贫任务计划
完成较差、措施不到位的分支
行，采取下发提示函、督导函，约
谈等方式，加强督导问责，确保
金融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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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长”黄金周已经进
入倒计时，8天的国庆长假计划
好去哪里玩了吗？10月天气秋高
气爽,确实很适合出门旅游，相比
国内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到境外旅行。

身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突
发疾病怎么办？随身财物不慎被
盗怎么办？遭遇意外突发事件怎
么办？美好旅程不能就此被毁，
携一份安全的保障，才能让你的

海外之旅无后顾之忧。
境外旅游保险能够对投保人

在境外旅游期间发生的人身意外
伤害和财物损失提供医疗费用补
偿、紧急境外救援、旅行延误补
偿、托运行李损失补偿、银行卡支
票盗抢等保障，一旦遇险，紧急医
疗救援服务就能提供及时有效的
帮助。同样，如果游客在外遗失钱
包、护照，或者丢失行李等，也可
以致电紧急境外救援热线。

外交部领事司日前提醒广
大出境游客，无论通过何种渠道

购买境外旅游产品，给自己和家
人选择一份合适的出境旅游保
险必不可少。境外旅行应该怎么
买保险呢？

尽量选择有良好资质、声誉
的网络旅游平台，注意阅读相关
平台的“免责条款”，避免选用仅
发布产品信息，不承担审核责任
的平台产品。与有关网络旅游平
台签订正规合同，特别是要明确
约定在境外旅游产品出现服务质
量、安全等问题时相关方的责任。
到境外后，在接受当地旅游产品
服务前，尽可能了解相关地接社
服务能力、安全保障措施等，确保
行程安全顺利，平安出游。

据悉，不同国家对游客是否

购买境外旅游保险有着不同的
要求。比如，目前国内游客在申
请一些欧洲国家出境游签证(如
申根签证)时，使馆要求游客需
出示境外旅游保险证明，以此作
为签发签证的基本前提。有些国
家还规定游客购买的境外旅游
保险，要包含境外医疗的险种和
保额，比如，全球医疗紧急救援
保额不低于5万欧元。

专家提醒投保人，为使签证
办理得更加顺利，游客在购买境
外旅游险时，一定要根据所去国
家的规定，购买保障范围、保障额
度以及保障日期符合要求的保险
产品。另外，最好选择提供医疗保
障和紧急救援双重保障的险种。

10月1日，保险业将迎来集
中下架潮。被叫停在即，年初以
来盛行的年金险附加万能账户
类保险产品上演了最后的疯狂。

“十一之后，134号文开始执
行，所有产品都不能再附加万能
账户，想给孩子存教育金、自己存
养老金的，一定要在十一之前下
手。”刚到公司，李君就在自己的
客户微信群里发布了上述信息。

今年5月11日，保监会下发了
《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
发设计行为的通知》(保监人身险

〔2017〕134号)，要求保险公司在10
月1日前完成自查和整改。在李君
看来，不但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
在时间差内加大销售力度，有意
向购买保险的客户也都打算在政
策落地前搭上列车。

李君在一家获批不久的保
险中介公司工作，已经在保险行
业浸染5年的他自称是见证了行
业变革的老兵。在他看来，万能
险结束一路狂奔，接棒万能险的

快速返还与万能险的组合销售
形式也即将落幕。

“最近咨询保险产品的人格
外多，大多数都是在问134号文
有什么影响”，李君告诉经济观
察报记者，自己能给出的建议是
养老金、理财类产品的收益会降
低，有购买打算的最好提前入
手。此外，李君还整理了一些年
金险收益对比提供给客户参考。

李君表示，134号文正式落地之
前，各家保险机构都在大力推广
年金险产品。

据业内人士透露，年金险附
加万能账户类保险产品是给险
企带来大量现金流的主流产品，
一方面能快速做大保费规模，另
一方面从渠道角度分析是代理
人完成业绩、银行完成中间收入
目标的重要贡献，近年频繁爆出

的“亿元保单”都是此类产品的
“战果”。

年金险狂欢之外，即将生效
的134号文还带来重疾险等产品
的销售机会，在李君看来，不少
同行的做法有对文件过度解读
之嫌甚至存在销售误导。

例如有些营销员对客户鼓
吹134号文落地之后，不少产品
可能会停售，部分调整后的产品
可能会涨价，文件落地后核保会
更加严格和细分，吸烟和有家族
病史的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费率。

在李君看来，134号文的确
有提到未来买保险会面临更加
严格细分的核保，区分吸烟状况
和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采取差
异化定价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
产品一定会涨价，此外，家族病
史可能被拒保或增加费用的说
法也不能在文件中找到依据。所
以李君建议自己客户，有重疾险
需求的话还需要认真对比，不必
操之过急。 经济观察报

9 月 2 6 日 ，贵 州 茅 台
(600519)盘中一度触及510 . 00
元，创历史新高。在假日消费
预期的添柴加火下，食品饮料
板块有望获得超额收益。

上周以来，食品饮料板块
逆市上涨，整体涨幅在2%以
上。古井贡酒(000596)、洋河股
份(002304)累计涨幅均在10%以
上，分别为：12 . 66%、10 . 20%。此
外，天润乳业(8 . 73%)、恒顺醋业
(5 . 56%)、海天味业(4 . 77%)、得利
斯(4 . 57%)、伊利股份(4 . 46%)等
个股涨幅也位居前列。

资金流向方面，上周以来
29只食品饮料股获大单资金追
捧，合计大单资金净流入33 . 64
亿元。以贵州茅台(94053 . 88万
元)、盐津铺子(64744 . 98万元)、五
粮液(62966 . 55万元)、洋河股份
( 3 9 9 6 6 . 1 0万元 )、双汇发展
( 1 8 4 8 8 . 1 9万元 )、古井贡酒
( 1 5 7 6 7 . 6 0万元 )、泸州老窖
(12992 . 69万元)等为代表的7只食
品饮料股期间累计吸金均超1
亿元，而上述7只个股合计大单
资金净流入就达30 . 90亿元。

平安证券指出，受益于行
业景气度上行，白酒、调味品、
乳制品等龙头企业营业收入、
净利润均有望延续快速增长
势头，部分公司甚至可能加
速。一些拐点型公司的三季报
也值得期待，典型如桃李面包
(603866)很可能单季净利润增
速恢复至20%上下，打破投资
者对扩张持续拖累盈利能力
的担心。虽然食品饮料是传统
行业，但新格局趋势值得投资
者关注。 于传将

出境游保险怎么买？

农行产业精准扶贫助力老区攻坚

万能险最后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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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深受人民群众信赖的
大银行，可以堂而皇之地卖出
几十亿的“假理财”。在金融消
费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身边
的金融已无处不在，和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银行理
财、个人保险、证券投资等已成
为我们金融生活的一部分，朝
夕相伴。

然而，随着金融产品越来越
花样繁多，风险也与之俱增。银
行信用卡乱收费、理财产品收益
缩水、存款变保险、贷款捆绑理
财产品、保险理赔难退保难、证
券投资陷阱、基金收益变脸等新
闻不时见诸报端，为我们的金融
生活涂抹了一层阴影。

如果您在金融消费过程中
遭遇过上述类似问题，或者有
过其他被金融机构欺骗的经
历，欢迎来电来函，我们本着为
广大金融消费者服务的原则，
倾听事实，还原真相，为您的金
融消费保驾护航。

咨询电话：0531-85051548
QQ：3533263437
来函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
路2000号山东广电网络集团11
楼近报融媒

双节将至
消费股获资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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