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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每一件惠民小事都是民生大事

“最多跑一次”改革
金融科技让数据
“多跑腿”

杭州晨光公益社正在开展活动

服务民生、向善而行

中国平安万花计划
公益创新项目绽放杭州
9月伊始，
赵小雷收到了一笔将
“你们这个公益社真温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做

近 4000 元的收入，
这是他过去一个

这样的好事，加油！”

月在杭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实习所

从立秋到白露，杭州晨光公益社在短短一个月内，

得，将成为他大四前两个月的生活
费。这笔补贴的入账卡，是赵小雷

已经开展了五次公益活动。送清凉上门、防诈骗讲座沙

实习期间办理的兴业银行卡。
本报记者
代发实习工资，是兴业银行杭

“公益不分大小，我们真心希望把‘服务民生、向善

龙……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为公益社点赞。
而行’的初衷落到实处。”公益社创始人谢凌燕说，中国

州分行助力我省“最多跑一次”改
梅丹革 的一个举措。保障民工薪资支

平安的创新公益项目——万花计划助推了她的公益梦
想，也期待更多公益组织如万花绽放，
温暖更多人。

付、发放就业补助资金、优化“智慧
通讯员
医院”建设、接入浙江省统一支付平

创新公益项目
万花计划在杭州
“开花”

台……在深入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
沈冰
革路上，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与各级

今年 7 月底，中国平安万花计划公益创新项目宣布

政府开展了良好合作，搭建了多个
吴逢欣
“让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的
服务平台。

在杭州启动，前期报名的 20 个公益项目经过现场 PK 和
答辩，最终杭州晨光公益社等 10 个公益项目获得万花计
兴业银行台州分行持续为台州市立医院投入智能化设备

划公益创新项目的入围资格。
“万花计划是平安集团的一个创新公益项目，目前
是在杭州首家试点，后面要进一步推广。”中国平安人寿
浙江分公司相关人士介绍，该计划鼓励热心公益的保险

简化补贴申领流程
确保工资按时到账
早在 2018年，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就与杭州市
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签订了相关协议，
并搭建就业促

区住建局。同时，作为全省首批 5 家合作银行之

代理人走进社区，围绕金融防诈骗、防灾减灾、适老便

一，
该行对接了省人社厅
“浙江省工薪保障支付系

民、健康与急救等方向，开展多维度的、可融入居民生

统”
，
为省内建筑、
水利、
交通行业建筑企业、
施工企

活、真正惠及受助人群的公益活动。代理人根据所在社

业、
劳务公司等提供农民工工资代发业务，
累计代

区自身的多样化需求，以小型、高频而持久的公益方式

发服务54.75万次，
代发金额逾40亿元。

来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关注弱势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解

进专项资金发放前置系统，
实现了就业补助金批量
发放的功能。
“杭州政府对于人才、
小微企业的补助门类很
多，
数额分散。我们的系统可实现精准发放，
不需
要跑来跑去交材料。
”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相关人士
表示。目前该行每月对外支付补助约2000笔，
金
额约为4000万元。

决社区问题，这也与平安人寿提供“有温度的保险”理念

“智慧医院”持续升级
便民支付
“云上”解决
“最多跑一次”
改革，
让医院挂号、
付费的队伍
越来越短。这其中，
有银行的一份力。
2015 年，兴业银行与台州市立医院合作，累

今年5月，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又推新服务。根

计耗费 328 万元投入 84 台自助机，
助力智慧医疗

据《大学生见习训练生活补贴》政策，
他们与 10 多

建设。2019 年 5 月初，
台州市立医院关闭门诊部

个企业见习基地签订了代发信息数据推送合作协

窗口，
挂号、缴费集中到自助机办理。2020 年，
台

议。
“签约后，
我行可为实习生开立结算卡，
按月代

州市卫健委指定该医院为台州市独家智慧医疗示

发工资，
并且在征得企业同意和授权后，
将代发信

范点医院。

一脉相承。
记者了解到，入选万花计划的 10 个公益项目包含了
健康守护、反金融诈骗、适老服务等多个维度。为了让
项目推进更专业，平安人寿还请来了杭州市志愿者协会
的专业老师，结合自身经历，对社区公益的特性进行详
细介绍，
推荐了几种大家可以参考执行的方式。
万花计划落地后的一个多月来，这些项目已深入杭
州各大社区，善意和爱心正万花齐放。

公益不分大小
“晨光”想传递更多正能量

息和流水发给就业中心，
如果符合要求，
我行还可

为加快“智慧医院”建设，2020 年以来，兴业

今年立秋，杭州晨光公益社首次活动开启，这是万

为大学生发放见习训练补贴。
”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银行台州分行持续为医院投入签到自助机、刷脸

花计划项目的第一个落地活动。当时仍是高温天，晨光

相关人士表示。这一项目减少了企业向就业中心

设备、
财政票据自助打印机等硬件设备，
并协助开

公益社策划“关爱社区居民,送清凉上门”，为杭州拱墅

提交书面材料环节，
简化了办理流程，
达到了为民

发大数据应用数据融合平台、服务器和应用软件

区吴牙社区部分居民送上了防暑降温用品。

办实事的目的。

等。这次升级即将竣工验收，
届时，
智能设备将进

2018 年 3 月，
兴业银行温州分行率先启动农
民工工薪保障系统开发，
并于当年 7 月成功上线。

一步提升医院的智能化水平。
便利化缴费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兴

谢凌燕告诉记者：
“ 第一次活动就得到了社区居民
们的肯定，所以动力更足了。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举办
了 5 次活动，按照成立之初设立的四个板块——晨光守

据不完全统计，
自系统上线以来，
每月发放的农民

业银行杭州分行接入了浙江省统一支付平台，

护、晨光便民、晨光生活、晨光少年都得以开展，亲子阅

工工资约为1.2亿元，
覆盖80余家建设单位。

能提供交通罚没款、学费等非税项目资金扣划

读、金融防诈骗沙龙等活动受到了居民们好评。”

有了这份经验后，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持续扩大

及 缴 款 单 销 账 处 理 。 缴 费 方 式 支 持 现 金、转

据介绍，这个公益社由一群爱公益、爱生活、爱社区

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支持力度，
联动接入温州市瓯海

账、银行卡刷卡等，服务范围包括出入境管理

的党员及群众共同创立，
“ 我们的初心是希望能通过组

局、国土资源局、港航管理局、水利局等多个服

织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协助社区关爱特殊人群，帮助

务执收单位。

居民建立更亲密的邻里感情及建立更有温度的社区生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还对接了省级及杭州、温
州、嘉兴等 8 家公积金中心，
为市民提供公积金便
民查询服务，累计为客户提供了超 5 万次公积金
及商贷查询服务。
“这类便民服务是说不完的，
我们有很多场景

活。”谢凌燕说，借助万花计划，她有意让公益社传递更
多正能量。
活动落地一个多月以来，其他 9 个项目也都在积极
展开。接下去，万花计划将充分借势平安志愿者协会浙
江地区分会的力量，专注于具有浙江特色的社区志愿服

设置，比如手机银行上也有
‘云缴费’
‘云查询’
模

务活动，同时通过平安线上公益平台三村晖 APP，组织、

块，不少吃喝玩乐的支付都可一键完成。”
兴业银

推动各项线下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落

行杭州分行相关人士表示。在推进
“最多跑一次”

地，让每一位平安志愿者成为“人人公

兴业银行温州分行工作人员介绍外来务工人员工资

改革过程中，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将始终以
“发展所

益 、随 手 公 益 ”的 倡 导 者 和 实 践 者 。

发放系统

需、
民心所向”
为基准，
持续发挥兴业力量。

本报记者 吴恩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