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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颁（换）发公告

换证公告
事由：因更换新版保险经营许可证

机构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02341600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4月19日

机构住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

武大道814号电信营业楼3-4楼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为准。

联系电话：0558-5895549
机构名称：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界首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6341282
批准成立日期：2012.08.28
机构住所: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劳动

路166号天润祥府1#楼502铺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为准。

机构名称：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临泉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74341221
批准成立日期：2009.10.30
机构住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光

明南路与幸福路交口晶宫广场8#商

办楼17层1718、1720、1722、1724室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为准。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太和支公司苗老集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234122200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08月29日

机构住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苗

老集镇苗集村委会太涡路84号

业务范围：培训、收费、咨询、出单

撤销公告
机构名称：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黄山中心支公司黄山风景区营
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242341000800
许可证流水号：0265032
机构住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汤

口镇寨西承启山庄22#BH13号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负责人：程素萍

联系电话：15205599968

上海颁（换）发公告

变更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批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松江乐都路营销
服务部机构名称及经营地址变更。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松江乐都路营销服务部变

更前的经营地址是，上海市松江区

乐都路 339号 1302室。变更后的经

营地址是，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339
号1403室。

特此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监管局批准，富德生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金沪路营销
服务部机构名称及经营地址变更。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金沪路营销服务部变更前的

经营地址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

路368号22楼2021室。变更后的经

营地址是，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

1270号1幢318室。

特此公告

甘肃颁（换）发公告

迁址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景泰支公司
原地址：白银市景泰县条山镇黄河

路邮政所办公楼四楼

现地址：景泰县一条山镇永泰路100
号 1幢 1-301、景泰县一条山镇永泰

路100号1号商铺1-301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华亭支公司
公告事宜：开业，领取《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

公司地址：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市华

亭世纪花园B区S-1#楼2号

山东颁（换）发公告

机构名称：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枣庄市滕州支公司
流水号：00046016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29日

机构编码：000027370481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9月20日

住所：枣庄滕州市塔寺北路888号翔

宇经典小区6号楼2单元16层

业务范围：在枣庄滕州市经营个人

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

人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

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

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

寿险、团体终身寿险、团体年金保险、

团体短期健康保险、经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并经上级机构授权

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枣庄监管分局

邮政编码：277000
联系电话：0632-3310168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济宁中心支公司梁山县
袁口营销服务部
业务范围：在梁山县经营:承保人民

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

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

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

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

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

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它

有关事宜；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建立代理关

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经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机构编码：000015370832008
流水号：00050717
批准日期：2002年08月06日

机构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韩

岗镇韩岗村国道 342路南中国石油

加油站西临三层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1年10月13日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包河支公司不慎将许可证流

水号为 0034176机构编码为000017340111800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丢

失，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新站支公司许可证流水号

为 0034325，机构编码为 000017340102 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丢失，声

明作废。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10月1日公布:

产品名称
泰康卓越财富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卓越财富终身寿险2007（万能型）
泰康卓越财富Ｂ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爱家赢家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卓越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赢家定期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赢家2007定期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乐鑫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放心理财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放心理财终身寿险C款B计划(万能型)
泰康附加幸福无忧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稳健理财两全保险(万能型)

泰康稳健理财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稳健理财B款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放心理财经典版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放心理财财富版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e顺人生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财富赢家定期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积极稳健定期寿险（万能型）
泰康鑫账户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鑫账户（卓越版）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B1款（2018）

泰康福泰壹号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尊赢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鑫益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尊赢2020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尊赢2021终身寿险（万能型）

年化结算利率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60%

4.20%

4.20%

4.20%

4.20%

4.20%
4.40%
4.40%
4.40%
4.40%
4.60%
5.00%

4.20%

5.00%

4.60%

5.00%

5.00%

日结算利率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51%
0.01145%
0.01252%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45%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252%
0.01358%

0.01145%

0.01358%

0.01252%

0.01358%

0.01358%

产品名称
泰康附加积极成长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稳健理财C款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智慧理财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智慧理财B款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幸福成长定期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幸福成长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e理财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日日鑫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e理财B款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旺财1号B款两全保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积极稳健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
（2013年11月1日及之后的保单）

泰康附加智慧之选两全保险（万能型）
（2013年10月31日及之前的保单）

泰康旺财1号年金保险（万能型）
（2016年9月30日及之前的保单）

泰康旺财1号年金保险（万能型）
（2016年10月1日及之后的保单）
泰康旺财1号两全保险（万能型）
泰康致富理财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金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钻石账户年金保险（万能型）
泰康附加黑钻账户两全保险（万能型）
泰康嘉福1号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鑫账户（至尊版）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嘉盈两全保险（万能型）
（2019年12月31日及之前与2020年6月2日及之后的保单）

泰康嘉盈两全保险（万能型）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之间的保单）

泰康至尊2020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恒赢终身寿险（万能型）

泰康至尊（庆典版）终身寿险（万能型）

年化结算利率
4.40%
4.40%
4.40%
4.40%
4.40%
4.40%
4.40%
4.40%
4.40%
2.50%
4.40%

4.90%

2.50%

2.50%

5.00%

2.50%
4.20%
4.60%
4.60%
5.00%
4.40%
5.00%

4.20%

4.40%

5.00%

5.00%

5.00%

日结算利率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198%
0.01198%
0.00687%
0.01198%

0.01331%

0.00687%

0.00687%

0.01358%

0.00687%
0.01145%
0.01252%
0.01252%
0.01358%
0.01198%
0.01358%

0.01145%

0.01198%

0.01358%

0.01358%

0.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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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金融”助推“蓝海经济”
——青岛银行争创国内首家“蓝色银行”侧记

□本报记者 姚慧

在一片泥淖上建设成套净水设

施，将弥漫着恶臭的工业废水和生活

污水变成一股股无害的清流，导入附

近的小清河，汇成河水荡漾、垂柳成

荫的美丽景观，这是《中国银行保险

报》记者日前在山东省高密市第四污

水处理厂采访时见到的情景。

支持蓝色项目融资

高密市第四污水处理厂厂长周

涛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占地 142.5
亩，设计规模为污水处理能力 10万

吨/日和中水回用 3 万吨/日，分两

期设计和建设。目前运转的是污

水处理量 5万吨/日的一期工程，总

投资 2.55 亿元，其中 1.75 亿元来自

青岛银行的贷款。二期工程今年 6
月开工，计划 2022年建成，总投资 4
亿元，青岛银行授信 2.5亿元继续给

予支持。

据介绍，青岛银行作为国内试点

银行，与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

公司（IFC）共同推进“蓝色金融”能力

建设，支持蓝色经济发展，致力于支

持七大行业的 37个蓝色项目融资，

“清洁供水和水处理”是其中的蓝色

项目之一。通过调研，青岛银行认为

高密市投资建设第四污水处理厂，能

够将周边几个工业园的生产废水和

居民小区的生活污水进行管网化回

收并流程化处理，污水变净水；经过

再处理后成为中水，可供应工业企

业用作循环水或冷却水，属于水资

源循环利用的好项目。同时，高密

市对污水处理给予定额补贴，再处

理后的中水营销也会有收益，足以

构成稳定的还款来源，便审核同意

了该污水处理厂的贷款申请。

在贷款项目风险控制方面，青岛

银行采取了如下措施：担保方式以本

项目污水处理、中水回用收费权进行

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这样可以覆盖贷

款本息，保障银行债权。《中国银行保

险报》记者在对青岛银行的采访中了

解到，类似高密市第四污水处理厂这

样的“蓝色金融”“重点民生”项目，青

岛银行向来给予重点扶持。

传播“蓝色金融”理念

今年6月8日，第十三个“世界海

洋日”当天，为传播“蓝色金融”理念，

支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青岛银行

举办“蓝色金融”发布会，呼吁社会各

界一起守护蔚蓝色海洋。青岛银行

董事长郭少泉在会上介绍，青岛作为

中国的海洋名城，海洋资源丰富，海

洋经济发达，正在从战略层面将蓝色

经济和蓝色金融纳入全市发展规划

和目标，青岛银行理应积极探索和发

展蓝色金融。“蓝色经济”理念与当前

社会关注的循环经济理念高度契合，

蓝色经济的核心是海洋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

郭少泉详解了青岛银行“蓝色金

融”当下的七个发展方向：关注清洁

供水和水处理、关注循环经济与海洋

塑料污染治理、关注可持续渔业、关

注海洋友好制造业、关注绿色航运与

港口物流、关注海洋生态修复与可持

续旅游、关注离岸可再生能源。

立足于建设国内首家“蓝色银

行”，青岛银行在业务结构和资源配

置上注重向契合“蓝色金融”标准的

行业和项目倾斜。今年6月，该行发

布了首款蓝色金融理财产品，其融资

优先投资到有利于海洋保护和水体

保护的产业。2020年 11月 16日，该

行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批准，成为

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会员，签署

并承诺遵守《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

则》，由此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第一

批加入的银行，也是全球第 50家加

入的银行机构。目前，该行正在与世

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合作，探索

发行蓝色债券。

青岛某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生态修复领域具

有国内领先的技术优势，其销售收入

快速增长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资金需

求，公司计划战略性引入国内知名的

风险投资企业参股。青岛银行闻讯

后，以投贷联动为切入点，以“股债双

融”为审批重要依据，以纯信用方式

为该公司提供了贷款，及时补充了企

业的流动资金，为企业融资发展提供

了动力。该公司在社会资本、银行资

金的共同推动下，经过良性发展，达

到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目前该公司

已申报 IPO并顺利过会。

与“蓝海经济”相向而行

青岛银行与烟台东方普洛降解

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普

洛”）的合作，展示了青岛银行在促进

“蓝海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

东方普洛是一家中外合资企

业，其主导产品管道防腐改性聚乙

烯是油气管道的防腐涂层材料，较

之沥青等传统涂层材料具有施工方

便、清洁环保等特点，近年来被广泛

应用于西气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

9 月 26 日，《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

在东方普洛5000平方米的高大厂房

里看到，16 条先进的双螺杆挤出机

生产线正在开足马力赶工。“我公司

年产管道防腐改性聚乙烯 6000吨。

在许多地区拉闸限电的当下，国内

各油气管道工程进度加快，管道防

腐材料的订单随之激增。为满足需

求，我公司抓紧采购原材物料扩大

生产，而产品销售一般有 3 个月账

期，流动资金问题显现出来。多亏

有青岛银行授信的 1000万元，我公

司得以有序地安排采购、生产和销

售。”总经理高启茂说。

东方普洛在稳定管道防腐材料

生产的同时，开始了可降解塑料的研

发和生产。由于完全契合青岛银行

对沿海地区塑料污染处理的聚焦点，

自然引起该行的重视。青岛银行的

工作专班调研后制定了金融支持的

一揽子方案，希望在“碳中和”背景

下，通过银企之间的密切合作，为山

东沿海地区的白色污染治理做出应

有贡献。

在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正环保”），记者再次目

睹了“银企合作”展现的生机与活

力。得到青岛银行鼎力支持的这家

公司，是在工业废水、环境污水治理

上有“绝活”的一家民营企业。生产

部副部长秦朝坦向记者介绍，公司针

对煤矿、金属矿、煤化工、钢铁焦化、

氯碱化工、市政排污等产生的废水污

水，都制定有完整的收集、净化、再

生、循环利用的可行方案，还具备海

水淡化运营管理功能，并以专利技术

生产集成设备，能够现场提供污废水

零排放及资源化利用服务，解决城市

新生水源和污水零排放两大难题。

秦朝坦指着几组集成设备说：“这些

设备有煤矿订制的，有电厂订制的，

有市政部门订制的，型号不同、件套

不同、功能不同，我们按客户订单组

装，并提供现场跟进服务或成立合资

公司共同管理。”

金正环保市场部部长车宇晨告

诉记者，近年来，受益于国家环保政

策和青岛银行大力支持，这家以废污

水处理为主业的公司得到迅猛发展，

公司在全球 500多个废污水治理工

程中有所作为，在 20余个行业废污

水治理中建立了示范性项目标杆。

公司发明的技术专利，能够将高盐

水、高含酸水快速处理成高品质再生

水。公司营业额 2019 年为 3 亿元，

2020年过了3.5亿元，今年则有望达

到7亿元。

青岛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副总

经理刘帅对记者补充道：“金正环保

在高质量发展，我们青岛银行的服务

也得高品质跟上。”他说，金正环保目

前正在兴建水环境产业园，总投资25
亿元。“这是金正环保产业升级的一

盘大棋。项目建成后，其自主研发的

废污水处理膜材料将打破国外垄断，

园区将形成膜组件生产线和相关设

备集成组装线，达产后形成 20亿元

营业收入。”刘帅透露，配合“金正环

保”的产业腾飞，青岛银行已推出金

融配套的服务方案，主要以融资租

赁、蓝色金融形式结合青岛银行现有

的理财子公司、金融租赁、债券承销

资格等多方面的牌照优势，为金正环

保这盘大棋提供量身定做的“蓝色金

融配套服务”，提供专项额度，优先保

障投放，并设立绿色通道，保障效

率。“我们的目标就是与蓝海经济发

展中的专精特新企业相向而行。”刘

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