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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进 展｜

社会与环境

对社会负责：回馈社会 建设国家

2017 年，我们在保持业绩稳健增长的同时，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以切实举措回应社会热点问题。为深入推进教育扶贫，提升偏远地区

的教育发展水平，我们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会，创新远程支教模式，

弥合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我们持续关注农村空心化和留守儿童问

题，连续三年帮助近万名外出务工人员回家；我们关注环境问题，通

过绿公司、绿金融和绿公益三个手段，推进低碳绿色发展；我们利用

自身资源为社会公共服务提供帮助，支持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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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支教志愿者在天津蓟县孙各庄平安希望小学给孩子们上美术课

支教行动

2017年，我们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会，全力提升农村的教育发展水平，弥合

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着力推进平安式教育扶贫，用教育的力量助力农村脱贫

攻坚。2017年平安支教行动全面升级，围绕弥合城乡教育差距的一个核心理

念，利用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通过师资、科技和创新三大战略，为希望小学

提供硬件、技术、组织和奖金四种支持，把支教行动做深、做透、做实。

创新远程支教，开创情境教学模式

远程支教旨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号召城市名师和优秀志愿者通过互联网

形式向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输入优质教育资源，开拓学生的视野。

2017年6月和9月，我们分别邀请到《中国诗词大会》亚军彭敏和北大教授曹

文轩，在黄河边和北京鲁迅故居开展了两场分别以“诗词”和“家国”为主题的

远程支教课程，通过远程支教平台覆盖114平安希望小学和1,000多所农村学

校，开创了情境教学的新模式。

	 教育公益

黄河边的诗词课

6月1日，中国平安远程支教第一

课在黄河边正式启动。当日，《中

国诗词大会》亚军彭敏担任主讲

老师，将支教课堂搬到了户外，

以远程直播的形式给全国114所

平安希望小学的学生们送上了一

堂特别的诗词和历史课程。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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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平安希望小学的学生收看远程支教课

远程诗词课程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阅读兴趣

为提高平安希望小学学生们的诗词水平，培养农村学

生的国文素养，我们邀请城市名师，每周向 114 所

平安希望小学的学生远程教授一节国文诗词课程，激

发和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阅读兴趣，提升乡村学生

的国文阅读能力。

远程国文诗词课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诗词中

讲解中秋、重阳等传统佳节，让学生更懂诗词、更懂

传统文化。远程诗词课程开课以来，受到学校师生的

欢迎。学校除积极组织学生按时上课以外，还监督学

生及时完成老师交代的课后作业，跟进学生的课程 

反馈。

案	例	

平安希望小学远程诗词课程的学生“思维导图”作业

我们还在“知鸟”APP的平安教育公益频道陆续上线八

节远程诗词精品课程，累计观看人数达5,000多人。平

安不动产、平安租赁也陆续在平台上线以世界著名建

筑和汽车知识为主题的远程课程，丰富了乡村学校的

课程内容。

持续进行线下支教

2017年，我们在54所平安希望小学开展了线下支教行

动，在报名参与支教的逾一万人当中，挑选出1,000余人

参与支教的志愿者。支教过程中开展了国文朗读、演讲比

赛、诗词赏析、传统文化鉴赏等多种支教课程和活动，丰

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2017年，全年参与支教志愿者达

1,016人，服务时长为40,432小时。

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叶素兰在广东惠州平安希望小学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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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十佳校长、老师评选

2017年，我们成立联合评审委员会，邀请外部教育专家担

任评委，针对114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开展了“十佳奖”

的评选，并为获奖校长和老师们提供20万元奖金，激励校

长不断提升学校管理水平，激励老师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2017年，平安支教行动持续为平安希望小学的校长们

举办线下培训，为校长们提供了包括名师授课、名校交

流、乡村教育研讨等在内的培训内容。我们还举办了以

“互联网+”为主题的远程培训，覆盖114所希望小学的所

有老师，弥补了以往线下老师培训名额有限的缺陷，通过

培训课程提升老师们的互联网素养和互联网教学资源运用

能力。

2017年，平安支教共为3,159名学生发放奖学金186.2

万元，其中，发放小学生2,820名，考入初中的学生226

名，考入高中的学生113名 ；希望助学金共资助2,481名

学生，资助款248.1万元。

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与平安希望小学校长交流

发放希望奖学金

186.2万元

平安公益日

2017年5月27日， 我 们 首 次 将 司 庆 日 定 为“公 益

日”，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搭建

远程支教平台，全面升级平安支教行动，并发布“六

一公益行动”。一周的“六一行动” 共计超过256万人

参与公益互动，逾7,000人报名争当支教志愿者，累

计配捐资金318万元，受惠人数超35万人。

案	例	

中国平安向中国青基会捐赠1,000万元

平安公益日累计配捐

318万元

2017年志愿服务时长

40,43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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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计划

2017年，我们持续关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和贫困的外出务工人员群体，为帮

助留守儿童父母在春节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我们第三年启动“一路平安●

让爱回家”公益行动，通过免费包车、赠送保险、购买车票等形式助力他们回

家（具体内容见前“核心议题 ：精准扶贫”）。

	 让爱回家

幕天捐书

幕天捐书专注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为乡村学校建立幕天“人人图书角”，

鼓励乡村学生通过阅读改变命运。截至2017年12月31日，“幕天捐书”已

为乡村学校建设图书角累计5,528个，覆盖612所学校，已惠及超过20万

乡村少年，筹集115万册图书，寄出近100万册。

案	例

乡村学校图书角

5,528个
筹集图书

115万册

2017年“让爱回家”正式发车

今年，我们第14年启动励志计划公益项目，针对在校大学生提供论文奖学

金，鼓励大学生深入学术研究，进行学术创新，支持大学生圆梦。截至2017

年12月31日，今年的励志计划共收到540多篇高校学生的投稿论文，论文评

审的工作将在2018年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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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属于低能耗、轻污染的以商务办公为主的金融企业，以自有办公楼物业为

单位，制定了环境管理的操作细则，将能源、水资源等资源使用量化管理，以

达到减少能耗、节约资源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垃圾、废水、噪声等方面

制定了管理细则，严格管理以降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所有的废弃物（主

要为日常办公垃圾及废水）都交由市政环卫等部门进行统一处置。本年度，我

们未引起任何重大环境问题。

	 环境公益

科技手段间接减少的碳排放数据

单位 ：tCO2e

专业公司低碳潜力 2017低碳潜力 2016低碳潜力
	

产险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25,518.3 22,098.6
 

寿险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10,586.4 6,208.3
 

银行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6,899.2 4,547.3
 

健康险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233.5 45.4
 

养老险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3,036.6 1,021.0
 

普惠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640.1 204.4
 

陆金所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5,757.3 2,308.0
 

合计减少碳排放量 51,871.4 36,433.0
 

在公司运营和服务实践中，我们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创新手段，为客户提供更加

简单便捷的服务，提供无纸化服务及远程操作办公，降低运营资源消耗，我

们建立了低碳潜力指标，通过指标识别科技化手段间接减少的碳排放。2017

年全年，在多项业务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间接减少碳排放51,871.4吨，较

2016年提高了42.4%。

2017年减少碳排放

51,871.4吨
较2016年提升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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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公司：智能化的绿色办公大楼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正式启用后，多项高科技、智能化技

术全面落地，节能绩效显著 ：窗帘太阳自适应控制系统

实现遮阳、采光、通透性的最佳平衡 ；冰蓄冷空调系统

转移电力高峰期的用电量，平衡国家电网的峰谷差，提

升运行收益 ；超级双轿厢电梯有效减少电梯周转时间及

乘坐时间，通过平滑、安静、精确的控制，显著降低能

耗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将雨水回收、处理后用于绿化灌

溉等及地下车库地面冲洗等 ；中水系统以空调冷却水排

水为水源，用于64层及以下卫生间冲厕，有效提升大楼

整体的资源节约利用效率。

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积极践行

LEED五大范畴的可持续策略，包括场地规划、能源及

大气系统、节水措施、材料及资源、室内环境品质。在

设计与施工建设实践中，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综合运用多

项创新性节能举措，包括容量达四万rth*的冰蓄冷系统、

中水回收系统、驱动能量再生型电梯技术以及智能建

筑控制系统。此外，还应用先进的BIM模型开展项目设

计、建造及未来设施管理。

2017年，经过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绿色建筑认证协

会的多轮考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凭借总得分40分，超

出金级认证标准6分的成绩正式获得LEED核壳结构金

级认证。

* rth为蓄冷量单位

绿金融

在绿色金融领域，我们持续关注环境及再生资源投资、

绿色信贷等方面的投入。截至2017年12月31日，环境

污染责任险承保2,973笔，保额达48.7亿元 ；船舶污染

责任险承保1,220笔，保额达169亿元。

平安银行积极配合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持续加大绿色金

融支持。2017年，银行的绿色信贷授信总额为808.39

亿元，授信余额为308.65亿元，贷款余额为280.91亿

元，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5.68% ；截至2017年12月31

日，银行绿色能源业务授信余额为81.61亿元，积极支持

新能源产业发展。

平安证券支持绿色债券发展，以绿色金融助力西部地

区、民生公益领域的发展。2017年，由平安证券担任

主承销商和计划管理人的“平安 ｜｜ 贵阳公交经营收费

收益权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正式成立，发行总规模

达26.5亿元。该计划创造了贵州省首只绿色资产支持证

券、全国首单省会城市公交绿色资产证券化项目、迄今

为止发行规模最大的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等多项第一。

平安产险采购外部权威数据，在DRS鹰眼系统中创新开

发环境污染风险地图，帮助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更全

面、更客观地了解承保区域的环境污染风险，从而进行

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和核保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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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公益

净水设备保障学生用水安全

我们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合作开展“青山绿水”环保公

益项目，2017年，我们选定了十所平安希望小学进行净

水设备安装，让超过2,000余名小学生喝上清洁的水，让

他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

为十所平安希望小学安装净水设备

节约融资成本

3,700万

降低政府医保支出

10%-15%

	 社会公共服务助力国家
建设

绿色能源照亮求学梦想

我们以“光伏板”为物件切入，首创“租赁+公益”模式 —— 金色阳光之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选址太阳能源

充足地区，走进广西百色、陕西榆林、新疆喀什，通过向国家脱贫攻坚的贫困县捐建光伏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电站，

变“输血”为“造血”，用绿色分布式能源助力地方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倡导绿色发展理念。“金色阳光之路”不仅

能帮助学校解决频繁的停电问题，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并且基于绿色能源的基础，起到保护当地环境的重要作用。同

时，光伏电站除了能够满足学校“自发自用”，更能达到“余电上网”的效果，连续20年每年都能为学校带来近万元的收

入，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陆金所公共资产管理云平台”助力地方政府财政管理

财政智能管理云平台，是平安近十年来的一项重大金融科技创新，是平安打

造开放、共享、连接的“智慧城市云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依托旗下专

业公司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在全国推广实施。平台集合财政部财研院、麦肯

锡、毕马威等外部资源，规划设计“政务云服务、数据云服务、智库云服务、

交易云服务”等四大云平台。平台项目的实施，将助力地方政府提升财税管理

水平，盘活沉淀资产、实现科学负债，促使国有资产价值最大化，打造全球

领先财税管理模式。

2017年，“财政智能管理云平台”在南宁正式上线，从源头和技术上防止了国

有资产流失、预防了投融资领域腐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降低社会融

资成本，改善了地方金融生态。截至2017年12月31日，南宁融资服务平台融

资服务平台累计注册会员157家，其中金融机构会员21家，企业会员136家 ；

累计挂牌项目13个，总金额90.04亿元 ；竞价完成项目11个，总金额78.04

亿元。自融资服务平台上线以来，为南宁市节约融资成本3,700万。

“智慧医疗”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基于我们在医院管理、医生管理、药品管理和健康档案管理方面的优势，我

们的“智能医保管理云平台”在医疗费用审核服务、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服务、

基础经办服务、精算服务四大领域，通过大数据、反欺诈、控制过度用药、

实施标准处方等技术手段，帮助政府有效实现了“一降两提”：降低政府医保

支出10%-15%，提升医保保障，提升服务和用户满意度。该项工作得到了

国家人社部、卫计委和保监会的高度评价。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智能医保服务累计签约258城，覆盖人口超八亿，合

作医院上线总数2,135家，建立提供产品设计、核保、理赔系统开发等商保一

体化解决方案及运营自动化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