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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貧

「十三五」規劃提出，未來五年要實現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脫

貧，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貧困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政府，還需要企

業貢獻智慧和力量。平安三十年來的成長，得益於國家富強，得益於社

會繁榮，得益於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長期以來，我們

始終懷揣着回報社會、建設國家的理念，全身心投入脫貧攻堅，並形成

了金融扶貧、教育扶貧、產業扶貧和定向扶貧等為主要方向的立體化脫

貧致富之路。

｜取得的成效｜

2017 年全年，中國平安及旗下全國各地機構共接受精准扶貧任務超過

300 項，投入資金超過 4,000 萬元。

2016年，我們成立了農村金融服務發展委員會，通過「保險下鄉」「醫

保下鄉」「銀行下鄉」和「互聯網金融下鄉」，形成中國平安的金融扶貧

模式。2017年平安人壽為內蒙古、廣西兩省的5,106名建檔立卡貧困

人口提供了總保額高達1.88億元的保障。平安養老險實現44個國家

貧困縣大病保險全覆蓋，服務參保人數近一億，累計賠付16萬人次，

累計支付賠款超4.3億元。平安銀行第三方存管業務覆蓋2.5億農村人

口，理財產品代銷覆蓋農村人口8,500萬。

	 金融扶貧

建檔立卡貧困戶覆蓋

5,106名	

總保額

1.88億元

平安人壽

參保人數近

1億人

累計賠付超

4.3億元

平安養老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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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扶貧
多年來，我們持續實踐「扶貧必先扶智」的理念，形成了獨具平安特色的教育

扶貧模式。

從1994年在安徽六安捐資修建第一所平安希望小學開始，我們已在全國範圍

內援建了114所平安希望小學，幫助逾30萬貧困兒童接受教育，並建立起一

套規範化、系統化的幫扶模式，通過教育精准扶貧，用教育挖掉「窮根」。平

安希望獎學金累計發放21,110位學生，資助款1,234萬元，希望助學金資助

2,481名學生，資助款248.1萬元。11年支教行動，累計招募6,000名志願者

參與支教，志願服務時長26萬小時，逾十萬學生受益。志願服務時長

26萬小時

希望獎學金

1,234萬元 高管支教

5 月 18 日，馬明哲董事長率先到平安的第一所希望小學——安徽六安平

安希望小學進行支教，為孩子們分享了一堂生動的閱讀課《老人與海》，

在孩子們激烈的討論中，馬明哲董事長和孩子們分享了自己少年時期求

學過程中遇到挫折與困難的往事，鼓勵孩子們不要害怕失敗，要勇於接

受挑戰。

案	例	

平安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在安徽六安平安希望小學進行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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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貧

為促進貧困地區發展，我們根據業務特點積極探索產業扶貧的發展方向，助力

貧困農戶脫貧致富。

平安產險在貴州台江縣落地推出國內首個全產業鏈保險深度介入、可讓貧困戶

「低門檻參與，無風險經營」的造血扶貧模式 ——「台江模式」。平安產險已在

全國23個省開展落實扶貧工作，為超過7,163萬農戶提供超4,638億元農險風

險保障，受益農戶70.52萬戶次，累計支付賠款超過20億元。

我們積極探索公司幹部員工進駐農村當「村官」的道路，帶領村民發展農村經

濟。2016年，平安幹部員工帶領扶貧工作組進駐廣東河源紫金縣龍窩鎮，利

用資金和技術，幫助村民種植紅薯、茶葉、柚子和黑豆，並借助我們的綜合金

融優勢幫村民開拓銷售市場。

在駐村扶貧幹部的帶領下，扶貧工作隊大幅提高幫扶資金的利用率，並把平安

的「KPI」考核制度帶進村，嚴格基於考核指標，在確保每年貧困戶脫貧的情

況下，通過村集體經濟項目的投入，實現滾動開發，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最

後根據政府配套政策，落實民生項目，提高村民生活質量，實現「雙精准」脫

貧。

經過一年的努力，我們對口支援的河源地區扶貧成果顯著，在廣東省2017年

度扶貧工作考核中，平安對口幫扶的河源兩個村獲得河源市扶貧工作優秀單

位。

	 產業扶貧

覆蓋農戶超

7,163萬

農險風險保障超

4,638億元

平安產險 為農戶擺脫困境

43 歲的陳水周，經營着超過一百畝的百香果園，生意紅火。而在一年前，

他因餐廳經驗不善，面臨着累累債務壓力，「如果那時沒有平安，讓我

方便、快速、不用擔保人貸款，我連給員工發工資的錢都沒有，也不會

有這個果園了」，陳水周說。平安專門定製的「農險 + 融資」服務，解

決了農民融資難、融資承本高等問題，也解決了陳水周的燃眉之急。後

來，當陳水周第一批百香果遭遇滯銷之際，平安人又伸出了援手，紛紛

在朋友圈幫他宣傳，再一次度過了危機。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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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貧困的外出務工人員和留守兒童的父母回家過年，我們自2015年春節

開始啟動了「一路平安 • 讓愛回家」的定向扶貧公益項目，通過免費包車、贈

送保險、購買車票等形式幫助貧困人員春節回家團圓。

2017年1月20日，我們包下的200輛免費大巴車從全國多個城市出發，前往

廣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山東等全國主要勞務輸出城

市，送6,000餘名貧困外出務工人員回家。讓愛回家連續開展三年，捐贈超過

400萬元，送近10,000名外出務工人員回家。

萬人平安回家的故事

譚桂珍是一名保潔工，她與愛人已經在北京打拼了十年，兩夫妻雖十分

想念家鄉，但苦於收入微薄且每逢春運就一票難求，已經有多年未曾回

家。慶幸的是，譚阿姨在平安產險做保潔工作的時候，看到了「讓愛回

家」線下報名的信息，2017 年春節終於可以如願以償坐上返鄉的大巴，

回家過年。

案	例	

外出務工人員準備乘坐「讓愛回家」愛心大巴回家過年

	 定向扶貧

「讓愛回家」累計覆蓋

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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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科技變革

近年來，AI、雲計算等新技術發展突飛猛進，金融和醫療產業面臨颠覆

性的挑戰。當今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里，科技公司包攬了前七的席

位，要成為行業的領導者，前提必然也是成為科技的領導者。如何抓住

科技的浪潮，站在浪潮之巔，是驅動公司未來發展的最大動因。對於已

經走在金融行業前端而且擁有多年科技探索積累的平安而言，這既是機

遇，也是挑戰。

2017 年，我們首度提出了「金融 + 科技」雙驅動戰略，通過科技驅動

我們在金融、醫療行業不斷創新，提升傳統金融業務的競爭力。同時，

向其他金融機構、醫療機構輸出新科技，提升效率，獲得輕資產的收入

來源。

｜取得的成效｜
擁有生物識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與雲平台五大
核心技術

近十年來，我們每年都會將前一年營業收入的 1% 投入研發，通過人工

智能等科技創新變革傳統金融業務模式、服務模式。目前，我們擁有中

國金融機構中規模領先的大數據平台，大數據科學家超過 500 人，科技

研發人員超過 20,000 名，多項成果取得全球領先地位。通過多年來在

人才儲備、資金累積、數據深度和場景維度等多方面積累的優勢，我們

目前已擁有五大核心技術，包括生物識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

與雲平台等。

大數據科學家超過

500人
科研人員超過

20,000名
平安的生物識別技術水平全球領先，覆蓋多元場景，包括金融、醫療、

生活 / 服務、安防等；平安大數據已建立起「1+N」生態圈合作夥伴關係，

全集團數據量覆蓋 8.8 億 + 人群；「平安 AI+ 腦」貫穿人工智能所有環節，

其中疾病預測技術實現健康、控費用兩大訴求；平安區塊鏈可提供安全、

可追溯、高效的交易記錄方式，在金融及醫療健康、房產交易等多個場

景中已經深入運用；平安的雲服務則在社會公共服務、智慧城市、智慧

政務等多個領域被廣泛運用。

科技的背後是人性。我們保持着孩童般的好奇心擁抱變革，也始終秉持

着「專業，讓生活更簡單」的不變初心。我們期待洞悉未來大勢，我們

也期待更懂你。借助於新科技手段，我們懂你的所思所想，懂你的喜樂

悲歡，懂你想要的簡單生活。我們期待，知你現在，許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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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識別技術獲 LFW評測世界第一

2017 年 5 月，國際權威人臉識別數據庫 LFW (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 公佈的測試結果顯示，平安科技的人臉識別技術以 99.8% 的識別

精度和最低的波動幅度領先國內外知名公司，位居世界第一。該精度為

LFW 所公佈的最佳成績，也是平安科技人工智能實驗室取得的里程碑式

成果。此外，經國家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認證中心權威認證，平安科技人臉

識別技術同樣獲得識別精度 99.84% 的檢測結果，並榮獲檢測報告證書。

目前，平安科技人臉識別技術已服務 100 餘項應用場景，涉及近百家知

名企事業單位，突破兩億次使用。

案	例	

「金科空間站」賦能中小金融機構

2017 年 6 月，平安金融壹賬通推出金融科技自助式服務開放平台——「金科空間站」，該網站主要面向中小銀行

以及金融機構，用戶只需登陸註冊，即可自助選購站內各項金融科技產品，實現與自身服務和產品的無縫對接，從

而快速提升金融科技水平。開放平台旨在將全球領先的銷售、風控、服務三大類方案輸出給金融機構，目前部份科

技組件通過 API 熱插方式在平台上提供，未來將向第三方科技公司提供入駐式開發。截至 12 月 31 日，全國已有

231 家銀行，2,434 家非銀金融機構正式簽約該開放平台。

案	例	

2017年，「金科空間站」發佈會現場

人臉識別技術識別精度達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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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取得的成效｜
作為綜合金融集團，我們積極響應並調整公司的經營策略，不斷提升金

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強金融風險防控，構建完善的風控體系。

在金融回歸本源方面，我們不斷優化保險產品結構，強調保險產品的保

障性功能；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我們通過平安銀行、平安普惠、陸金

所等子公司，引導資金投向「三農」、中小企業、基礎設施建設、民生

工程等領域，不斷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在風險防控方面，我們打造以「雙重後衛 + 守門員」的 251 體系全面管

控風險，「2」是指集團與專業公司雙重風險矩陣管控機制；「5」是指

信息安全、資產質量安全、資金流動性、合規操作、品牌聲譽五大風險

控制支柱，通過這五大支柱，實現從上至下、端對端的風險聯控；「1」

是指統一的風險監控及經營檢視平台。通過上述方法，我們構建了國際

最高標準風險管理體系，嚴守金融的安全底線。

我們持續踐行普惠金融理念，平安普惠專注於服務小微型企業和個人融

資需求，切實注重服務農村實體經濟的發展。平安普惠 2017 年累計向

「三農」群體放款 127.4 億元，間接解決 38.2 萬人就業，幫助 12.7 萬

家人口脫貧，累計向三線及以下城市放款近 1,040 億元，其中向國家級

貧困縣發放貸款共計 48.9 億元。

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基 ,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 , 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

立業之本。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 金融服務實

體經濟的能力穩步提升。新的發展形勢下，國家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

範金融風險、回歸金融本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三農」群體放款127.4億元

向三線及以下城市放款近1,040億元平安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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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小微貸款餘額 

2,393億元

長期保障型產品的新業務價值佔整體新業務價值的比重

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平安人壽通過基礎設施債權投資計劃投資實體經濟餘額

833 億元，其中既有關係國計民生的南水北調項目，亦有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

高速公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還有促進能源建設的核電、水電建設項目。

平安銀行加大對「三農」、普惠金融、小企業金融等金融服務薄弱環節和薄弱領

域的服務力度。2017 年，平安銀行共為 141.55 萬小微客戶提供融資、結算等

綜合金融服務，其中小微貸款餘額 2,393 億元。

平安人壽一直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堅持「保險姓保」的理念，深耕保障市場，保

障型產品佔比穩定在 30% 以上，並通過多維度細分市場需求增加個性化產品。

2017 年，平安人壽堅持以保障型為主的產品策略，保障範圍不斷拓展，在代理

人渠道中，長期保障型產品的新業務價值佔整體新業務價值的比重從 49% 升至

67%。

個人融資借款，服務農村實體經濟

韋女士是一位生豬養殖戶，她饲養了 200 頭豬，由於資金有限，自家的養

殖規模一直無法擴大。她計劃再多養 100 頭豬，這樣利於錯開生豬出欄

的週期，更靈活的進行資金周轉，但是擴大養殖的資金缺口還差十萬元。

2017 年 3 月，韋女士嘗試申請平安普惠借款服務，成功獲得借款十萬元。

她用這些資金擴大了養殖規模，並對未來進行了更好的規劃。漸漸地，資

金周轉更加靈活，工作越來越有幹勁，生意也越來越好。韋女士臉上洋溢

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起來，她感覺小康生活已經離自己越來越近了。

案	例

平安銀行

平安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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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風險

氣候變化及其所帶來的系列影響是當今全世界範圍普遍關注的一項議

題。在中國，氣候以及氣候衍生災害已佔到自然災害總損失的 95%。對

保險業而言，氣候變化將給保險業帶來的危險包括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

氣事件頻發造成的損失不可控，進而產生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從而

降低保險標的的可保性。如今，面對有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氣候變

化挑戰，如何前瞻性地建立風險評估、風險控制和風險融資技術，這在

對保險業提出挑戰的同時，也孕育着巨大的商機。

過去一年，我們積極加入到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的建設中，同時在

財產和意外保險領域建立了國內領先的風控體系。平安產險風控體系通

過 ISO9001:2015 國際質量體系認證，成為中國首家在保險風控領域

獲得國際認證的機構；我們還建立了一支專屬的風控工程師隊伍和體系

化保前風險評估和防災防損體系；我們搭建了基於 GIS 技術的數字化風

險識別系統，融合災害學、保險學等多學科，可對中國大陸境內任一地

點的九種自然災害進行評級，有效管控承保風險。

此外，我們創新開發環境污染風險地圖，幫助企業、政府和保險公司更

全面、更客觀地了解承保區域的環境污染風險，從而進行針對性的風險

管理和核保定價。通過環境污染風險地圖，可以方便的查看地圖上任意

位置的人口密度、企業總產值、企業從業人數、周邊交通、周邊水體、

生態系統類型六類風險情況，並獲得環境污染綜合風險評價結果。2017

年，我們的數字化風險識別系統對外開放平台上線，系統新增環保專線

模塊，及時解讀當前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業界動態以及平安的專業視

角解讀，幫助企業、公眾更好地了解環保動態。

風控減損典型案例

16個
評估減損金額

6.2億元

保險風控領域獲得

中國首家
國際認證



核心議題│ 25

｜取得的成效｜
2017 年，平安產險通過運用 DRS、衛星遙感等最新科技創新，匹配自有的線下專業風控隊伍，已累計參與天

鴿、帕卡等七場登陸中國的颱風預警與防控行動，發送各類氣象災害風險預警提示 35 萬餘次，現場為企業提

供隱患排查一萬餘次，贈送防災防損物資 40 餘萬套，公司損失還原市場份額後遠低於同業和市場。

2017 年湧現風控減損典型案例 16 個，評估減損金額 6.2 億元。

鷹眼系統 (DRS-Digital	Risk	System)

「國內首創，國際領先」，平安產險致力打造中國最強的風險數據量化平台。

鷹眼系統的英文全稱為 Digital Risk System（簡稱「DRS」），是一個基於物理空間的數字化風險識別系統。

DRS 融合了地理學、災害學、保險學三大學科，內嵌了全國地理數據、1949 年後所有的自然災害檢測數據、平安

產險十餘年的承保及理賠數據，總量超過 140 億，支持在中國大陸境內 11.85 億個物理空間單元上的九種自然災

害和五種最常見農作物的主要自然災害風險評級，其應用貫穿財產險風險管理與產品經營的全流程。

鷹眼系統 (DRS) 是平安產險創新科技和大數據應用的典型代表，入圍 2015 年度深圳特區金融學會重點科研課題，

並榮獲 2015 年度「中國保險行業信息化創新項目獎」，DRS 系統論文榮獲深圳經濟特區金融學會 2016 年優秀

論文一等獎，是唯一獲此大獎的保險公司。

案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