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中小企业杰出服务奖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中小企业务经营团队

■ 主要业绩

1. 为 627家中小企客户提供授信出
账，出账金额达 119.26 亿元，贷款平均
加权利率4.6%；

2. 为 1万余家中小企业提供减费让
利，累计降费约178万元；

3. 与相关政府机构签订“四位一体”
等一系列协议，为 23家企业备案，金额
合计0.57亿元；在“成长之翼”助贷平台
备案16笔，贷款金额合计0.62亿元；

4.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在粤信
融平台成交 587笔贷款，授信金额累计
39.13 亿元，同时，利用该平台完成企业
非银信用报告查询 672 笔，在全市 30
家金融机构中授信金额和录入笔数均
排名第一；

5. 在珠海市金融局成功申请贴息
贷款 73笔，贷款金额合计 3.38 亿元；在
香洲区金融服务中心成功申请贴息贷
款 9笔，贷款金额合计 0.23 亿元。上述
业务落地可为 52 家中小微企业节约

219.63万元融资费用。

■ 获奖情况

2021 年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普
惠金融精益项目奖。

■ 经典案例

1. 珠海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受到
疫情影响，面临着订单下降、采销渠道
不畅、经营成本控制等问题，珠海华润
银行珠海分行了解到客户情况后给予
客户大力支持。为该企业发放的 4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年化贷款利率为
4.2%，较原贷款利率下降了 25%。同
时克服交通困难，各部门、机构积极配
合，仅用两天时间完成审批放款，受到
客户好评；

2. 珠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为生物技术的研发，2021 年受疫
情影响，应收账款回笼较慢，随着订单
增加，自有资金不足，流动资金周转困
难，客户经理得知情况后，进行上门营
销，成功为企业发放贷款 400 万元。
通过“四位一体”政府平台贴息，预计
给企业节省融资成本近 8 万元，贴息
后融资利率约为 2.425%。在整个业务

办理过程中，客户经理高效、热情的服
务也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3. 珠海市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主
营业务为金属材料生产批发零售等。
2021 年疫情影响仍在，对企业应收账
款的回笼仍带来一些影响，资金出现
了缺口。客户经理在回访过程中了解
到企业情况后，重点介绍了珠海华润
银行珠海分行最新推出的线上信用产
品“税抵贷”，并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成
功为企业发放贷款 111 万元，解决了
企业的燃眉之急；

4. 针对科技型企业“技术含量高、
轻资产、抵押物不足”的特点，珠海华
润银行珠海分行积极研究市场，增加
科技型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珠海某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金属外观
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珠海华润银行珠
海分行通过科创企业信用授信行动方
案，首次为企业批复 1000 万元信用额
度，该笔授信客户已全部提用，极大满
足客户流动资金贷款的需求。解决了
企业无抵押、无担保难题，促进更多金
融资源配置到中小型科技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金牌理财产品

珠海华润银行自主理财产品

■ 产品特点

珠海华润银行自主理财产品，具有期限灵活、收益稳健、选择多样、认购灵
活（客户可以通过柜面、VTM自助终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多种渠道认购）
等特点，从 2011 年 5 月推出首款自主理财产品，截至 2022 年 5 月 6 日，已推出
快乐金系列、润泽共赢稳健系列、润悦系列理财，共发行超过4590期，产品累计
销售 3464 亿元。一直稳健如一、安全性强、流动性好，成为珠海地区银行理财
优势品牌，是客户理财的好伙伴。

■ 产品介绍

收益高且稳健：
已发行且到期的理财产品均能达到业绩基准。
安全性强：
有专业资深的投资经理管理，投资于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

具，风险较低。
流动性好：
已上线T+0开放式产品，产品期限从1天到 364天全覆盖，能够满足广大客

户对投资期限的需求。
流动性好：
有专业理财经理跟踪服务，还有客服中心24小时全天服务。

第十三届（2022年度）珠海银行业金融创新优异奖

珠海华润银行珠海分行
——“润心宝”资金监管产品

■ 主要业绩

预充值消费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涉
及各行各业，包括教育培训、理发、美
容、健身、餐饮等，然而预充值在给消费
者带来消费便利、享受折扣，给商家经
营带来稳定客群等优势的同时，缺失监
管的情况下同时伴有商家跑路、破产、
消费者钱财损失等风险。

尤其近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该矛盾进一步激化，大型培训机构倒闭，
致使消费者预充值资金大额损失，因此
我国开始从教培场景出发，开展了史无
前例的严肃整顿工作，未来整顿工作将
逐步延展到其他行业。2021年 10月 29
日，教育部等六部门更是印发《关于加强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
强化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通知》
出台前，多省多地也发布了有关校外培
训机构的资金监管办法，提出引入银行

对培训机构的预付费资金进行存管。
如何能让预充值消费资金得以有

效监管，保障多方利益，是一个关乎民
生的工程。

珠海华润银行“润心宝”资金监管
产 品 应 时 而 出 ，通 过 与 外 部 场 景 管
理平台公司产品相结合，创建“粤预
付”平台，创新性的将预充值场景形成
了闭环管理，用系统解决了预付费监
管难题，让消费者预充值无忧，让商家
合规经营，让市管理部门有据执法，让
国家政策得以准确落实。

在珠海市香洲区教育局支持下，
“粤预付”平台资金监管优先在学科类
教培机构试点落地，并取得了较好成
绩。培训机构全部预收费纳入我行监
管专户统一管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粤预付”平台开始推广才 3 个
月，在“粤预付”平台上注册的校外培
训机构达到 161 户，平台个人会员达
3475 人，专用账户存款余额达 743.89
万元，仍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润心宝——粤预付已深入消费者
心里，也得到了教育局的认可。

■ 经典案例

教培机构励步英语主动拥抱预充学

费监管，率先接入了“粤预付”平台，并开
展对老师、员工、家长等的培训，同时邀请
华润银行珠海分行网络与交易银行部参
与直播活动，宣讲“粤预付”如何保障消费
者资金安全，得到了家长、教育局等的信
赖和肯定，同时在宣传的过程中，已经在
其他同类培训机构报名课程的家长也更
倾向于从资金安全的考量，开始转向励步
英语给孩子报名课程，让励步英语的生意
更好。同时由于家长受到的影响，也让其
他教培机构开始采取跟进策略，主动拥抱
监管。“粤预付”守住了居民的钱袋子，让
商家从被动监管到主动拥抱监管，让政府
管理部门可以做到通过“一个人，管理一
座城”，拥有了有效的管理工具。

■ 理财观点

预充值消费是经过长期验证，证明
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其正面意义远
远大于负面影响，如果为消除不良影
响将预充值消费的营销手段废止，是
不利于市场化经营的。负面影响是可
以通过产品创新、流程创新、服务创新
等手段去控制的，我们发现只要能真
正意义上做到企业管企业，银行管资
金，平台管服务，做到有机结合，就能
够形成一个各方多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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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的乐趣闲读的乐趣
□ 林伟光

展现血火交织展现血火交织，，演绎今昔交响演绎今昔交响
——《向死而生》赏读

□ 蓝宝生

书里书外

本埠书评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这些天，在读朱航满的《雨窗书话》，
装帧很轻便，宜于闲读，在雨天里读，或
者更佳。朱兄说，“记得小时候，如果下
雨，我总是喜欢半躺在床上，听窗外的雨
声，翻翻杂书和报刊，感觉整个世界都很
安静。”这是一种诗意的境界，对于更多
喜欢读书的人，这是一种惬意的阅读姿
态。

读书人似乎都喜欢雨，知堂翁（周作
人）命其斋曰“苦雨”。岂苦哉？则乐在
其间，故命其书曰《雨天的书》。当然，不
尽是雨天写或雨天读的书，就是这么说
说，怀一份空想而已。

我是在冬日的暖阳里读《雨窗书话》
的，却读出了雨天湿湿冷冷的孤寂，其实
也挺好的。

很喜欢其中淘书的文字。自己如今
虽则“慎买书”，却仍然怀着一份淘书的
温馨记忆，这虽是“梦忆”，却也难以忘
记。

我边读边与朱兄交流:“我一直不喜
上网购书，更喜欢逛书店，因有更多意外
之喜，尤其逛旧书店，不期之遇的快乐，
不止于购书本身，随便翻翻的过程也是
一种妙趣。可惜，书店式微，旧书店更少
了。读兄文颇得共鸣，似追随兄之脚步
逛一下新旧书店。”这是真的共鸣，也是
我的真心话。

知堂说，不想让人看自己的书斋，他
却是喜欢窥别人的书斋的，我们都有这份
好奇心。而看他人的淘书，也同样有一种
窥秘的满足，这就是我喜欢读航满兄这类
文字的原因了。

当然，如果文字好，有故事，有意外
的惊喜，就更能引人入胜了，我们会读得
饶有兴致，津津有味的。

一卷在手，我追随航满兄走遍京城
的新旧书店，有一份探宝的激动。有很
多意外的邂逅，这就是逛实体书店的好
处了。我们的生活太缺少波澜了，如果
连购书的快乐也丟失掉，就更加让人怅
然惘然了。我分享着朱兄淘书的快乐，
也体会着他偶尔的惆怅，淡淡的感慨。

有人不喜欢淘书，喜欢直截了当地

上网买书；有人不喜欢旧书，说受不了它
的脏。唉唉，这世间欲洁何曾洁？到底
是未能领解其中之味。一个不爱旧书的
人，其实不算真正的爱书者。书无论新
旧，只讲价值。我们也不奢望淘到宋版
明刊之类古董，但有许多旧书，却是新书
所难以企及的，别有一番意味也。航满
兄说，有一次他淘到三册旧的《新文学史
料》，十元三册，很便宜啊！但最令他欣
然的，其中还夹有二十多张老邮票，有一
张骆驼邮票，尤其可喜。这就是淘旧书
的惊喜，书里书外会有更多让人想不到
的情趣。——读书的快乐，远不止于读，
也包括淘的过程。

淘书的情趣，不止于有所得的乐，还
在于患得患失，以及失之交臂后无穷无
尽的悔。在航满兄的文字里，我不时发
现我们之间这种类似的心境，虽不时而
笑，却也不无心灵之感触。这是读书人、
爱书人的傻，不好说可爱，到底是心有灵
犀吧。

读书之妙，各有其用。航满兄说，他
喜欢读作家文章目录。他说，有时读目
录，猜想他们怎么写，再找他们的文章来
对照，会觉得很有趣的。说得真好！这
正是一种很有趣的读书方法。

而淘书中，最意外的收获，是使他拥
有了某位名家的收藏品：在一本旧书中，
他发现了一个“鉴斋藏珍”之印，以及余秋
雨的签名。书籍，就是在一双双读书人摩
挲着的手中，被不断地传递，即使分隔千
里，也书香袅袅，这就是书缘了。

难得的，在航满兄的淘书记中，不止
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有他即时的观点，
如这几句:“买书就是这样，你不喜欢一本
书，并不代表这本书不好，很可能是你不
了解，或者你的兴趣点没在这里。”这只是
偶然翻到、信手抄出的句子，说得多好！
这种夹叙之议，其实很多，即使散落在字
里行间，还是十分明晰，充满着睿智。

同一本书，可是有不同的版本，于
是，我们会不断地买，外人似乎不好理
解。可是，航满兄一语中的说出了个中
缘由:不同的版本，会给读者带来不同的
阅读体验。

好的淘书文字，总让人有更多延展
的阅读快乐。我注意到航满兄的淘书
记，就有这个特色，或因书或因人，或感

时或忆旧，无不是对此的延展。如他回
忆当年为投稿走进中国气象局大院，对
那里高耸林立的白杨树留下了美好印
象，诸如此类，不过一两句的点染，却因
不是刻意的文字，似是闲文，于散淡摇曳
之间，我们读来，就会觉得余韵袅袅。

善于读书者，总会在阅读当中，有更
多的发现，这就是闲读之妙了。航满兄
是善读书的人，他从阅读中，发现了不少
掌故，比如关于施蛰存的寻书趣味，你或
者想象不到，这位学者型的作家，晚年喜
闲读，却耽于两性和世情书籍。善于从
男女互动中看人生、人性，以及社会，才
是一个视野开阔、胸襟豁达、思想开放的
学者、作家。

相比之下，此书中“品藻录”一辑，就
有些郑重其事了。不过，还好仍然承其
闲闲写来之风致，不写高头讲章，只在闲
话中扯出种种的话题。

当然，这类文字，他的学识和观点，
表现得更加鲜明。如止庵的文风，人们
更多地把他的文章向知堂靠拢，强调其
间的关系，可是航满兄却不这样认为。
他说，止庵的文章则更像浦江清。浦江
清、孙楷第都是学者，所写之文，有学术
做底子，又避免一般闲适随笔的毛病，有
大品的分量，小品的味道，是一种性灵的
文字。他说，浦江清、孙楷第这样的文
章，其实才是止庵最为理想的境界。说
得很有创见。

铺开来大张旗鼓地写那就失去情趣
了，倒不如就这么捡些自己所感兴趣的
话题，即使是小话题也好，于是，如对同
好者，闲闲而谈，话语如春风，拂拂醉人，
而个人的观点，也就蕴含于其间了。

这么写来的好处，就是散淡，不刻
意，不盛气凌人，如春雨，润物细无声。
我们读来，也丝毫不觉得有压力。

航满兄的文字，读来亲切，他不过分
用力，不造作，不作惊人之语，也不故弄
玄虚。他追慕的是一种古朴清明的文
风，所写的更多是读书的闲情趣，是一个
好书之徒日常的书的生活。

这些年来，自己享受着退休的生活，
似乎更喜欢闲读的情趣，总是乱翻翻书，
乐而忘归。读航满兄的《雨窗书话》，就
是这种心境。掩卷之时，忽抬头，日已西
斜，霞彩正满天也。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写作，经验
世界丰润而芜杂。至少，曾平标不
缺乏经验，其报告文学近作《向死而
生》在技法上的创新开拓，昭示了作
家对报告文学写作深度广度的探索
拓展和锐意开掘，堪称一次不遗余
力的深耕。

《向死而生》聚焦80多年前的
湘江战役，刻意避开战事的简单重
现和复述，让血与火不断交织，今与
昔持续交响。作品执着地把笔触深
入湘江最深处，把报告的侧重点放
在湘江上和湘江边的战斗，以文学
的口吻和语调，铿锵回答透过这一
战，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我们究竟
看到了什么，8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
这片热土上收获了什么。作品字里
行间凄凉中含着悲壮，孤寂中注满
宏阔。

为掩护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
力部队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
四师血洒都庞岭，师长陈树湘被俘
后断肠明志，一〇〇团团长韩伟跳
崖取义。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
委易荡平以自戕方式筑就忠魂，红
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血
洒虎形山——都是《向死而生》浓墨
重彩再现的英雄形象或英雄群体。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在湘江战役
纪念园拍摄的“形状各异巨石图”流
传广远。《向死而生》为这一图片配
上了沉郁顿挫的画外音：在广西全
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后山，
散布着形状各异的巨石，石块下安
葬着烈士遗骸，寓意“一草一木一忠
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位于广西灌
阳县新圩镇的酒海井，井口横向直
径约2米，深20多米，口小肚大，四

周是绝壁，井底连着一条流向大江
大河的暗河，因其形似硕大的盛酒
容器，故而被民间称之为“酒海
井”。关于这口井，有一段字字泣血
的故事：湘江战役期间，红军在此奋
战四天三夜，因形势紧迫，撤退时来
不及将伤病员安全转移，敌人将红
军一百多名伤病员捆绑后，残忍地
丢进酒海井这个深不可测的地下河
里。这段历史，除了有共产党、国民
党的史料交叉印证外，还得到当年
亲历此事的老红军的证实。2017年
9月24日，酒海井打捞上来的20余
具红军烈士遗骸被安葬在灌阳县红
军烈士陵园主墓冢内。《向死而生》
以沉痛的笔调还原了这批红军战士
被推入酒海井之前的历史瞬间。此
外，书里还真诚再现了八桂儿女对
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的敬仰之情，介
绍了当地百姓为烈士遗骸收殓、遗
址遗存保护做的大量工作。

湘江战役是一场异常艰难的突
围战！为了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
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中
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
锐减至3万余人，鲜血染红了湘江
水。年轻的红军将士长眠湘江两
岸，铺就了一条血染的战略转移之
路。这不是战争的想象，这是战争
的真实：每一个肉体，每一滴鲜血，
每一声呻吟，换来你我此刻在这蓝
天绿草之间的存活。

曾平标含泪叙写先烈，感怀英
雄。一字一句切切发自心底，一笔
一画为英灵立碑，那碑是立在骨子
里的，只有把革命先烈的丰碑立在
骨子里，才能让后辈的良知与感恩
延续到久远。进言之，一个社会、一
个民族，把崇敬英雄的丰碑立在骨
子里，才能让不可逆的进化之风源
远流长。

曾平标坚持传统报告文学的叙

事抒情方式，既追求高古雅致，又勇
于创新，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风
景，回望硝烟中的惨烈，展现新征程
的画卷，让那年那代的烽火忠魂，以
及今日产业大发展农民收入节节攀
升的小康图景，几乎同时扑面而
来。他师承优秀的报告文学大家，
但又在努力实现超越。他的《向死
而生》有报告文学名篇的气势磅礴、
酣畅淋漓，在精湛娴熟的技法、豪情
激越的纸墨中体现浓郁的时代气息
和生活气息。他致力于捕捉那些触
动灵魂的瞬间细节，感悟自然生命
的跃动和时代生活的脉搏。

《向死而生》有点题点睛式的章
节标题和高度概括、文学味馥郁的
章节内容浓缩，全书交叉描绘“战
争”与“和平”两种状态，造就厚重沧
桑的壮阔史诗，其文学性主要体现
在独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描写上。
比如，刚架起的浮桥被敌机突袭轰
炸，被描述为浮桥被炸得“分崩离
析、七零八落”；而机枪连连长廖仁
和带伤指挥机枪连，直接将机枪架
在树丫上站着射击，打得敌人的尸
体到处都是，曾平标则以“横七竖
八，比比皆是”加以铺陈渲染。抒情
性也是《向死而生》文学性的另一种
表现形式：每一次送行红军战士的
遗骸，法医秦玉林抚摸着一根根冰
冷的骸骨时都会流下两行热泪，他
说：“我要用一壶热酒敬他们，为远
离故土80多年的红军烈士，为沉眠
在此的红军战魂，暖暖肝肠……”

《向死而生》试图告诫后人：大
好河山是英烈鲜血换来的，后人无
论如何都要在上面种下幸福种子使
之长出温暖温馨的炊烟。硝烟远
去，炊烟袅袅升腾在湘江两岸，八桂
大地在此打造幸福文明的殿堂。奋
斗出来的幸福图景清晰生动、立体
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