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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進 展｜

社會與環境

對社會負責：回饋社會 建設國家

2017 年，我們在保持業績穩健增長的同時，持續踐行企業社會責任，

以切實舉措回應社會熱點問題。為深入推進教育扶貧，提升偏遠地區

的教育發展水平，我們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會，創新遠程支教模式，

彌合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我們持續關注農村空心化和留守兒童問

題，連續三年幫助近萬名外出務工人員回家；我們關注環境問題，通

過綠公司、綠金融和綠公益三個手段，推進低碳綠色發展；我們利用

自身資源為社會公共服務提供幫助，支持國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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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支教志願者在天津薊縣孫各莊平安希望小學給孩子們上美術課

支教行動

2017年，我們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會，全力提升農村的教育發展水平，彌合

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着力推進平安式教育扶貧，用教育的力量助力農村脫貧

攻堅。2017年平安支教行動全面升級，圍繞彌合城鄉教育差距的一個核心理

念，利用線上和線下兩個渠道，通過師資、科技和創新三大戰略，為希望小學

提供硬件、技術、組織和獎金四種支持，把支教行動做深、做透、做實。

創新遠程支教，開創情境教學模式

遠程支教旨在打破時間和空間的界限，號召城市名師和優秀志願者通過互聯網

形式向偏遠地區的農村學校輸入優質教育資源，開拓學生的視野。

2017年6月和9月，我們分別邀請到《中國詩詞大會》亞軍彭敏和北大教授曹

文軒，在黃河邊和北京魯迅故居開展了兩場分別以「詩詞」和「家國」為主題的

遠程支教課程，通過遠程支教平台覆蓋114平安希望小學和1,000多所農村學

校，開創了情境教學的新模式。

	 教育公益

黃河邊的詩詞課

6月1日，中國平安遠程支教第一

課在黃河邊正式啟動。當日，《中

國詩詞大會》亞軍彭敏擔任主講

老師，將支教課堂搬到了戶外，

以遠程直播的形式給全國114所

平安希望小學的學生們送上了一

堂特別的詩詞和歷史課程。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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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地平安希望小學的學生收看遠程支教課

遠程詩詞課程激發學生對傳統文化的閱讀興趣

為提高平安希望小學學生們的詩詞水平，培養農村學

生的國文素養，我們邀請城市名師，每週向 114 所

平安希望小學的學生遠程教授一節國文詩詞課程，激

發和引導學生對傳統文化的閱讀興趣，提升鄉村學生

的國文閱讀能力。

遠程國文詩詞課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詩詞中

講解中秋、重陽等傳統佳節，讓學生更懂詩詞、更懂

傳統文化。遠程詩詞課程開課以來，受到學校師生的

歡迎。學校除積極組織學生按時上課以外，還監督學

生及時完成老師交代的課後作業，跟進學生的課程 

反饋。

案	例	

平安希望小學遠程詩詞課程的學生「思維導圖」作業

我們還在「知鳥」APP的平安教育公益頻道陸續上線八

節遠程詩詞精品課程，累計觀看人數達5,000多人。平

安不動產、平安租賃也陸續在平台上線以世界著名建

築和汽車知識為主題的遠程課程，豐富了鄉村學校的

課程內容。

持續進行線下支教

2017年，我們在54所平安希望小學開展了線下支教行

動，在報名參與支教的逾一萬人當中，挑選出1,000餘人

參與支教的志願者。支教過程中開展了國文朗讀、演講比

賽、詩詞賞析、傳統文化鑑賞等多種支教課程和活動，豐

富了學生的校園生活。2017年，全年參與支教志願者達

1,016人，服務時長為40,432小時。

平安集團副總經理葉素蘭在廣東惠州平安希望小學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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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十佳校長、老師評選

2017年，我們成立聯合評審委員會，邀請外部教育專家擔

任評委，針對114所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們開展了「十佳獎」

的評選，並為獲獎校長和老師們提供20萬元獎金，激勵校

長不斷提升學校管理水平，激勵老師不斷提高教學能力。

2017年，平安支教行動持續為平安希望小學的校長們

舉辦線下培訓，為校長們提供了包括名師授課、名校交

流、鄉村教育研討等在內的培訓內容。我們還舉辦了以

「互聯網+」為主題的遠程培訓，覆蓋114所希望小學的所

有老師，彌補了以往線下老師培訓名額有限的缺陷，通過

培訓課程提升老師們的互聯網素養和互聯網教學資源運用

能力。

2017年，平安支教共為3,159名學生發放獎學金186.2

萬元，其中，發放小學生2,820名，考入初中的學生226

名，考入高中的學生113名 ；希望助學金共資助2,481名

學生，資助款248.1萬元。

平安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與平安希望小學校長交流

發放希望獎學金

186.2萬元

平安公益日

2017年5月27日， 我 們 首 次 將 司 慶 日 定 為「公 益

日」，向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捐贈1,000萬元，搭建

遠程支教平台，全面升級平安支教行動，並發佈「六

一公益行動」。一週的「六一行動」 共計超過256萬人

參與公益互動，逾7,000人報名爭當支教志願者，累

計配捐資金318萬元，受惠人數超35萬人。

案	例	

中國平安向中國青基會捐贈1,000萬元

平安公益日累計配捐

318萬元

2017年志願服務時長

40,43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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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志計劃

2017年，我們持續關注貧困地區留守兒童和貧困的外出務工人員群體，為幫

助留守兒童父母在春節回家過年，與家人團聚，我們第三年啟動「一路平安●

讓愛回家」公益行動，通過免費包車、贈送保險、購買車票等形式助力他們回

家（具體內容見前「核心議題 ：精准扶貧」）。

	 讓愛回家

幕天捐書

幕天捐書專注鄉村少年的精神成長，為鄉村學校建立幕天「人人圖書角」，

鼓勵鄉村學生通過閱讀改變命運。截至2017年12月31日，「幕天捐書」已

為鄉村學校建設圖書角累計5,528個，覆蓋612所學校，已惠及超過20萬

鄉村少年，籌集115萬冊圖書，寄出近100萬冊。

案	例

鄉村學校圖書角

5,528個
籌集圖書

115萬冊

2017年「讓愛回家」正式發車

今年，我們第14年啟動勵志計劃公益項目，針對在校大學生提供論文獎學

金，鼓勵大學生深入學術研究，進行學術創新，支持大學生圓夢。截至2017

年12月31日，今年的勵志計劃共收到540多篇高校學生的投稿論文，論文評

審的工作將在2018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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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屬於低能耗、輕污染的以商務辦公為主的金融企業，以自有辦公樓物業為

單位，制定了環境管理的操作細則，將能源、水資源等資源使用量化管理，以

達到減少能耗、節約資源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們在垃圾、廢水、噪聲等方面

制定了管理細則，嚴格管理以降低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我們所有的廢棄物（主

要為日常辦公垃圾及廢水）都交由市政環衛等部門進行統一處置。本年度，我

們未引起任何重大環境問題。

	 環境公益

科技手段間接減少的碳排放數據

單位 ：tCO2e

專業公司低碳潛力 2017低碳潛力 2016低碳潛力
	

產險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25,518.3 22,098.6
 

壽險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10,586.4 6,208.3
 

銀行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6,899.2 4,547.3
 

健康險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233.5 45.4
 

養老險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3,036.6 1,021.0
 

普惠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640.1 204.4
 

陸金所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5,757.3 2,308.0
 

合計減少碳排放量 51,871.4 36,433.0
 

在公司運營和服務實踐中，我們借助互聯網平台的創新手段，為客戶提供更加

簡單便捷的服務，提供無紙化服務及遠程操作辦公，降低運營資源消耗，我

們建立了低碳潛力指標，通過指標識別科技化手段間接減少的碳排放。2017

年全年，在多項業務量激增的情況下，我們間接減少碳排放51,871.4噸，較

2016年提高了42.4%。

2017年減少碳排放

51,871.4噸
較2016年提升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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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公司：智能化的綠色辦公大樓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正式啟用後，多項高科技、智能化技

術全面落地，節能績效顯著 ：窗簾太陽自適應控制系統

實現遮陽、采光、通透性的最佳平衡 ；冰蓄冷空調系統

轉移電力高峰期的用電量，平衡國家電網的峰谷差，提

升運行收益 ；超級雙轎廂電梯有效減少電梯周轉時間及

乘坐時間，通過平滑、安靜、精確的控制，顯著降低能

耗 ；雨水收集回用系統將雨水回收、處理後用於綠化灌

溉等及地下車庫地面沖洗等 ；中水系統以空調冷卻水排

水為水源，用於64層及以下衛生間沖廁，有效提升大樓

整體的資源節約利用效率。

為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目標，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積極踐行

LEED五大範疇的可持續策略，包括場地規劃、能源及

大氣系統、節水措施、材料及資源、室內環境品質。在

設計與施工建設實踐中，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綜合運用多

項創新性節能舉措，包括容量達四萬rth*的冰蓄冷系統、

中水回收系統、驅動能量再生型電梯技術以及智能建

築控制系統。此外，還應用先進的BIM模型開展項目設

計、建造及未來設施管理。

2017年，經過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綠色建築認證協

會的多輪考評，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憑藉總得分40分，超

出金級認證標準6分的成績正式獲得LEED核殼結構金

級認證。

* rth為蓄冷量單位

綠金融

在綠色金融領域，我們持續關注環境及再生資源投資、

綠色信貸等方面的投入。截至2017年12月31日，環境

污染責任險承保2,973筆，保額達48.7億元 ；船舶污染

責任險承保1,220筆，保額達169億元。

平安銀行積極配合國家淘汰落後產能，持續加大綠色金

融支持。2017年，銀行的綠色信貸授信總額為808.39

億元，授信餘額為308.65億元，貸款餘額為280.91億

元，貸款餘額較年初增長25.68% ；截至2017年12月31

日，銀行綠色能源業務授信餘額為81.61億元，積極支持

新能源產業發展。

平安證券支持綠色債券發展，以綠色金融助力西部地

區、民生公益領域的發展。2017年，由平安證券擔任

主承銷商和計劃管理人的「平安 ｜｜ 貴陽公交經營收費

收益權綠色資產支持專項計劃」正式成立，發行總規模

達26.5億元。該計劃創造了貴州省首只綠色資產支持證

券、全國首單省會城市公交綠色資產證券化項目、迄今

為止發行規模最大的綠色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等多項第一。

平安產險採購外部權威數據，在DRS鷹眼系統中創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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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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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公益

淨水設備保障學生用水安全

我們與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合作開展「青山綠水」環保公

益項目，2017年，我們選定了十所平安希望小學進行淨

水設備安裝，讓超過2,000餘名小學生喝上清潔的水，讓

他們擁有更加健康的體魄。

為十所平安希望小學安裝淨水設備

節約融資成本

3,700萬

降低政府醫保支出

10%-15%

	 社會公共服務助力國家
建設

綠色能源照亮求學夢想

我們以「光伏板」為物件切入，首創「租賃+公益」模式 —— 金色陽光之路，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選址太陽能源

充足地區，走進廣西百色、陝西榆林、新疆喀甚，通過向國家脫貧攻堅的貧困縣捐建光伏屋頂，安裝分佈式光伏電站，

變「輸血」為「造血」，用綠色分佈式能源助力地方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倡導綠色發展理念。「金色陽光之路」不僅

能幫助學校解決頻繁的停電問題，保障學校的正常教學，並且基於綠色能源的基礎，起到保護當地環境的重要作用。同

時，光伏電站除了能夠滿足學校「自發自用」，更能達到「餘電上網」的效果，連續20年每年都能為學校帶來近萬元的收

入，形成良性發展循環。

「陸金所公共資產管理雲平台」助力地方政府財政管理

財政智能管理雲平台，是平安近十年來的一項重大金融科技創新，是平安打

造開放、共享、連接的「智慧城市雲平台」的重要組成部份，並依托旗下專

業公司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在全國推廣實施。平台集合財政部財研院、麥肯

錫、畢馬威等外部資源，規劃設計「政務雲服務、數據雲服務、智庫雲服務、

交易雲服務」等四大雲平台。平台項目的實施，將助力地方政府提升財稅管理

水平，盤活沉澱資產、實現科學負債，促使國有資產價值最大化，打造全球

領先財稅管理模式。

2017年，「財政智能管理雲平台」在南寧正式上線，從源頭和技術上防止了國

有資產流失、預防了投融資領域腐敗，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降低社會融

資成本，改善了地方金融生態。截至2017年12月31日，南寧融資服務平台融

資服務平台累計註冊會員157家，其中金融機構會員21家，企業會員136家 ；

累計掛牌項目13個，總金額90.04億元 ；競價完成項目11個，總金額78.04

億元。自融資服務平台上線以來，為南寧市節約融資成本3,700萬。

「智慧醫療」推動大健康產業發展

基於我們在醫院管理、醫生管理、藥品管理和健康檔案管理方面的優勢，我

們的「智能醫保管理雲平台」在醫療費用審核服務、定點醫療機構管理服務、

基礎經辦服務、精算服務四大領域，通過大數據、反欺詐、控制過度用藥、

實施標準處方等技術手段，幫助政府有效實現了「一降兩提」：降低政府醫保

支出10%-15%，提升醫保保障，提升服務和用戶滿意度。該項工作得到了

國家人社部、衛計委和保監會的高度評價。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智能醫保服務累計簽約258城，覆蓋人口超八億，合

作醫院上線總數2,135家，建立提供產品設計、核保、理賠系統開發等商保一

體化解決方案及運營自動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