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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 露

“十四五”时期，普惠金融事业
将迎来新的发展，小微企业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 平 安 普 惠 的 发 展 离 不 开 党
领导下的各项政策和创新发展的
伟大实践成果，公司一直坚持一
颗红心永向党，坚持服务小微企
业，通过不断提高对小微企业借
款比例，用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平安普惠党委书记邹宣戈对

《证券日报》记者说。
服 务 好 小 微 企 业 ，平 安 普 惠

靠的是线上、线下“两条腿”。而

长期以来，平安普惠始终瞄准传
统金融服务“融资难、融资慢”两
大痛点，发扬钉子精神钻研科技
应用创新。

具体而言，平安普惠运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金
融机构充分协同合作，对小微客户
进行数字化风控，依托行为数据结
合小微经营数据，对客户进行画像
分析，使得金融机构对小微长尾客
群授信更精准，在控制金融风险前
提下提升服务质效。

平安普惠对于小微信贷业务流
程中必须依赖传统方式的环节，进
行集中科技攻坚。例如，推出全球

信贷领域第一款 AI 视频面审机器
人、非银领域首个房产抵押贷款全
线上流程。

平安普惠还致力于流程改造，
今年推出了“行云”AI智能贷款解决
方案，将小微客户借款申请流程断
点减少47%，申请流程平均耗时降低
44%，大幅提升信贷服务体验。“行
云”还将消费者保护深度融入整个
借款流程，给小微客户带来安全可
靠的借款体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平
安普惠始终牢记努力服务实体经济的
初心和使命，聚焦小微，服务三农，关
注金融需求，赋能消费者。这背后离

不开信仰的力量。未来平安普惠将继
续助力国家扶持小微政策，融入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作用。”邹宣戈表示。

科技的发展让金融服务更加
便捷，但“人”的服务并不会被简单
替代。

“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平安普惠
结合不同地区小微企业的实际需
求，同时又考虑到了小微信贷服务
的实际情况，探索围绕小微经营场
景的‘全线上业务流程+线下咨询服
务’的O2O服务模式创新。”邹宣戈
表示。

据悉，平安普惠把超过 5 万名
员工打造成一支覆盖全国各地的服
务团队，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日

常走街串巷、深入基层服务小微。
山东德州的水果批发户王先生

就是受益者。今年 1月份是水果销
售旺季，他急需50万元进货，却因身
处远郊难以筹措。这时正在物流园
区走访小微企业的平安普惠党员咨
询顾问高寿超主动上门了解情况，
帮助王先生通过平安普惠App申请
了“微营贷”借款服务，当天便获得
50万元的无抵押信用借款。

“平安普惠在发展过程中始终
跟党走，以党建促发展。自成立之
初，平安普惠便坚定使命——作为
小微非银融资服务的先行者，发挥
自身优势连接金融资源和长尾小微
群体，解决小微融资‘最后一公里’
和‘首贷难’问题。”邹宣戈表示。

平安普惠邹宣戈：精益求精钻业务 AI变革小微金融

永兴伟业开新景，砥砺前行一百秋。在党的
带领下，亿万华夏儿女将继续耕耘，以顽强拼搏
的精神，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昂扬前行。

坚定不移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干。飞鹤的
发展之路，离不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
统，更离不开企业发展进程中党给予的政策引领
与支持。飞鹤将全力推动乳制品行业的高质量
发展，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100周年！

飞鹤乳业党委书记朱天龙：

提供更高品质产品与服务
全力推动乳业高质量发展

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
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站在建党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农发行四川
省分行将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融入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的治蜀兴
川新发展格局，切实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当先导、
补短板、逆周期”的职能作用。

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董明:

走好新时代“支农”长征路
持续助力治蜀兴川

百年艰辛、矢志不渝；百年征途、铸就辉煌。
以担当诠释忠诚，以实干践行使命。中泰证

券“以党建为统领，以客户为中心，以区域突破、
人才强企、转型提升和金融科技为四大战略，以
改革创新、合规风控为两大支撑”，始终践行服务
实体经济的初心，努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中泰力量。

中泰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峰：

以担当诠释忠诚
以实干践行使命

本报记者 彭春来 赵学毅 向炎涛
见习记者 贺王娟

6月28日上午，在建规模全球第
一、单机容量世界第一、装机规模全
球第二的水电站——金沙江白鹤滩
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
是继三峡工程开启中国水电恢弘篇
章之后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是中国
水电引领全球的又一张“国家名
片”，在水电工程建设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电建承担
了白鹤滩水电站全部的设计及 80%
的施工任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我国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
电力工业发展之路，引导中国电力工
业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中
国电力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电建及其
前身发挥“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长
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的独特优势，
勘测、设计、承建了国内大多数水利
水电等能源电力工程，为国民经济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能源支持。

时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证券
日报》记者一行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
的中国电建总部，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晏志勇在与记者交流中，回顾了中
国电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一路走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在“纪念建党100周年展览”展厅
内，记者从一张张珍贵的图片中看到
了中国电建一代又一代人创造的辉
煌，看到了中国电建人一路走来的艰
辛和坚韧，读出了中国电建自强不息
勇于超越的精神，更感到了中国电建
砥砺奋进筑梦丝路的使命担当。“打
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图片墙上的这句红色标语，向世
人阐释了中国电建在党建引领下的
拳拳爱国心、殷殷报国志。

跟跑、并跑到领跑

“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
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
设而欢呼”，在中国电建展厅内，记
者看到这句周恩来总理 1959年 4月
9日视察我国第一座自主建成的大
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时写下
的题词，字里行间洋溢的激动情感，
穿越半个多世纪依旧直抵人心。

晏志勇介绍：“建国初期，相对
经济发达的华东地区极度缺电，党
中央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
修建新安江水电站”。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
待兴，同时面临国际经济封锁，要取
得国外技术资料很困难，新安江水
电站的建设面临重重挑战。由于缺
乏建设大型电站的经验，水电站建
设面临一个难题：有着巨大能量的
洪水通过场地泄流下来，大家担心

发电厂房的安危。“就是本着一种一
定要自立自强，通过创新解决问题
的精神，经过反复缜密地研究论证，
设计师们提出了当时全球绝无仅有
的设计方案——将溢流道建立在发
电厂房之上。经过反复验证之后，
我们选定了这个方案，最后终于建
成了。”晏志勇说。

在这样艰苦的背景下，是党的
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让工程师们
奋勇当先、敢于创新，锻造出了第一
座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制
设备、自己安装的大型水电站。新
安江水电站的建成，为中国水电事
业开辟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发展道
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水电自主创
新的发展之路。

“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就是这
样硬生生地蹚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
道路！”晏志勇说，从跟跑者、并跑者
再到领跑者，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
中国水电在世界上开始崭露头角。

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从建国初期
的 36万千瓦发展到如今的 3.7亿千
瓦，中国电建见证了中国水电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

党建引领科技创新

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单台装
机容量100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624.43亿千瓦时，水库总库容206.27
亿立方米，白鹤滩水电站被国内外专
家称为“中国乃至世界技术难度最高
的水电工程”，建成后将成为仅次于
三峡的世界第二大水电工程。

晏志勇告诉记者，白鹤滩水电
站的建设汇集了国内水电建设领域

最优秀的建设、设计、监理及施工企
业，高峰期总人数超2万人。如何把
不同的参建企业、参建工种凝聚在
一起，形成合力，靠的就是党建引
领。中国电建党委以“整合党建资
源和力量，助推工程建设”为指导思
想，快速布局，打破各单位条块分割
旧格局，依托施工区大党建工作统
筹协调委员会，发挥党组织“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全力推
进工程建设。

在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过程中，
由党组织牵头项目，成立了 10多名
院士、大师组成的专家技术团队开
展科研攻关，并联合国内外 80多家
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了 200 余项
技术攻关和模型论证工作，召开咨
询审查会 300 余次，齐心协力推动
勘测设计科研攻关工作，在党员干
部和职工群众的通力合作下，充分
发挥精湛的工程技术核心能力，最
终建成了这座世界顶级难度的水
电站。

“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按照科技创
新要坚持‘四个面向’要求，更好地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此来服务于
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于人民。”晏
志勇说。

事实上，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
案例在中国电建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中数不胜数。由中国电建水电七
局·华东院联合设计施工的杨房沟
水电站，是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EPC
水电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中国电
建党工委开创了大型水电EPC项目

中的党建管理新方法，通过“党建+”
模式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相融
合，全方位促进工程建设。

“新模式是压力，更是动力，项
目建设者们把压力化为前行的动
力，即便是摸着石头过河，也笃定信
念、敢闯敢拼！”杨房沟总承包部党
工委书记陈雁高如是说。据介绍，
在杨房沟项目建设中，中国电建总
包部协同参建各方，建立首个大型
水电工程设计施工BIM管理系统，并
打造“数字孪生电站”。

抗灾一线党旗飘扬

作为中央企业，同时又是重要
的国有建筑骨干企业，中国电建牢
牢扛起社会责任，在重要的急难险
重任务面前，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为保障海外职工的生命健康安
全，中国电建党委不惜一切代价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电建党委工作部综合处处
长肖潇感慨地说：“由于疫情期间国
家坚持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很多国
际航班断航。我们就通过相应的工
作，调动党员发挥积极性、主动性，
很多海外项目上的党员都主动要求
推迟归国时间，继续在岗位上坚守，
把宝贵的回国名额让给项目上确实
需要回国的其他普通职工，这让我
非常感动”。

“中国电建的海外业务量很大，
分布在全球 200多个国家。去年春
节，我们从国内带出去的中国籍员
工就有 4.5万人，当时的疫情防控对

我们来说困难、挑战很大。”晏志勇
回忆，但在海外项目上，对于中国电
建自己员工以及与之合作的当地农
民工，中国电建的防疫政策和资源
发放一视同仁，保证参与项目建设
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除了疫情防控，让晏志勇印象
深刻的是2008年“5·12大地震”抗震
救灾工作中，中国电建的专家组冒
着生命危险三次前往唐家山堰塞湖
的场景。“直升机的三个轮子只有一
个落在石头上，其他两个都是悬空
的，我们地质处的一位副主任工程
师、共产党员施裕兵，率先从直升机
跳到堰塞体上，因为他的率先示范，
整个团队都毫不犹豫地跳上了堰塞
体。”谈起当时的情景，晏志勇倍感
自豪，“我们有一支以党员领导干部
为率领的领导队伍，也有一个以优
秀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团队，这是中
国电建能够发展到今天最为重要的
根本性保障。”

在 展 览 厅 ，记 者 看 到 那 张 照
片，山崖峭壁地势险峻且巨石散
落，倾斜旋转的螺旋桨、剧烈颤抖
的机身以及拄着木棍跪行的救灾
专家……一个瞬间，展现的正是信
仰的力量。

新目标新任务

作为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
源与环境建设领域的引领者，中国
电建在水利水电设施建设、水资源
和环境的治理和修复能力全球领
先，高度契合国家生态环保及发展
绿色能源的战略方向，有力发挥了

“大国重器”顶梁柱的关键作用。
在火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生

物质能发电及特高压电网等领域，
中国电建勇做排头兵，建成了多个
国家首个示范性“标杆工程”，推动
中国能源并引领世界能源向着供给
多极化、结构低碳化、系统智能化方
向发展。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晏
志勇认为，中国电建在风、光、电、新
能源领域，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
运行维护等都是主力军，未来将进
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履行好中国电
建的责任与使命，为国家的新能源
发展生态目标的实现发挥更大作
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 双 碳 目 标 既 是 国 家 的 重 大
战略，也是经济主战场的需要，我
们正在研究从风光电的规划，到设
计、施工建设，能否有更好的技术，
更好的方案，使得投资更省、效率
更高，并使风光电资源得到更好利
用。”晏志勇表示，中国电建将不断
提升自身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以
及运营能力，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
好的作用。

红色基因铸就大国重器 中国电建自主创新挺起民族脊梁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于6月28日安全准点投产发电。中国电建承担了白鹤滩水电站全部的设计及
80%的施工任务。 新华社发（中国电建水电四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