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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财金

扩大信贷供应支持实体经济
全省金融工作会议直指金融发展重点与难点

本报讯 (记者 周爱
宝)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
省金融工作会议上获悉，
省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全
局的高度，重视金融，支
持金融，加强领导，全面
打造良好的金融业发展
环境，形成加快金融业发
展的强大合力，全面推动
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根据部署，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省金融工
作将着力推动金融业改

革发展，进一步提升金融
产业化发展水平；着力扩
大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拓
宽融资渠道；着力优化金
融资源配置，持续加强
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
和 薄 弱 环 节 的 金 融 支
持；着力深化金融业改
革创新，显著增强金融
业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
着力优化金融业发展环
境，严密防范和有效化解
金融风险，为全省经济社
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

加有力的金融支撑。
据了解，我省将进一

步发挥银行业融资主渠道
作用，扩大信贷资金供给
总量，调整优化信贷结构，
鼓励开展表外融资业务。
要进一步挖掘直接融资潜
力，推进企业上市，扩大债
券发行规模，搞好全省股
权交易市场建设，发挥期
货市场服务功能。要进一
步提升保险业功能，引导
保险业服务发展方式转变
和社会管理创新，扩大农

业保险覆盖面，做好保险
资金运用工作。

据介绍，我省将进一
步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
置，研究出台具体的金融
支持措施，提高金融业对
全省实施重点区域带动
战略支撑保障能力；积极
推进济南区域性金融中
心建设，加快发展县域金
融业，统筹推进城乡金融
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改革创新，大力发
展地方金融，积极稳妥发

展各类新型金融组织，着
力推进产品和服务模式
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
科学化、精细化和多样化
水平。要进一步加强金融
风险防范控制，高度重视
部分实体企业资金链安
全问题，妥善处理政府性
债务，严格规范民间融资
活动。

据省金融办负责人介
绍，与2011年相比今年金
融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
杂、任务更艰巨，全省金融

系统要突出工作重点、抓
好工作落实。一是着力缓
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二是全力做好济
南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和
县域金融发展两篇文章；
三是努力推动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更
大突破；四是切实发挥金
融对转方式、调结构的引
领保障作用；五是扎实推
动地方金融业改革发展；
六是全面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

什么行业能持续稳定地
赚钱呢？这是吴先生苦苦追
寻的一个问题。吴先生以前是
做机械配件生意的，前两年这
个行业特别火，但从爆发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生意越来
越不好做。平时特别关注报
纸、网络等媒体，希望能从中
找到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的
行业，但一直都不甚理想。

直到有一天，他去朋友
干洗店有点事情，一上午的
时间，看到店里取送衣物的
顾客这么多，跟朋友细细一
交流才知道洗衣业利润竟然
这么高，平均利润空间高达
80%。洗衣服务的单笔交易
金额低，且顾客愿意预先付
款，不存在呆账、滞账的情
况；产业变化性小，风险低，
它不像哗众取宠的流行性商
品，或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只
要消费者每天都要穿衣服，
不管市场经济怎样变动，洗
衣店的生意都可以永远持续
下去，一年比一年生意好，使
投资风险大大降低；洗衣业
不像其它行业，必须先备货
库，储放在仓库，再销出去，
卖不掉就要丢掉。因此，洗衣
业不会积压资金，更没有存
货损失。这和吴先生以前所
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区别。
他决定把投资方向锁定在干
洗业。

考察了很多干洗品牌，
他最终选择了加盟国际知名
洗衣连锁、山东干洗业第一
品牌——— 朵拉国际洗业公
司。自开业以来，吴先生用心
经营，短时间便收回投资，利
润稳步上升。在朵拉洗业公
司的协助下，成为金融业、银
行业等行业的定点团体洗衣
单位，现在每天衣物输送线
上都是满满的。

吴先生非常庆幸自己当
初选择朵拉国际洗业公司。
他现在积极地向朋友们推荐
朵拉，希望身边的朋友们也
能快速加入赚钱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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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走进青岛银行济
南分行女员工系列报道的最
后一篇，朱琳、王彦、张轶敏、
邢晓英、史文……她们平凡
而又闪光的事迹让人感动。
她们是普通的女性，她们作
为女儿、作为妻子、作为母
亲，当她们从事了银行职员
这份工作时就选择了责任和
付出。

说实在的，这组报道是
我的同事采写的，这五个人
中真正我认识的有三个人，
其他的可能只是打过照面，
细读了她们的系列报道她们
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她
们是部门负责人，也是业务
骨干，她们代表整个全行女
职工，她们的精神风貌也是

全行员工的代表。
银行是个高风险行业，

又是社会关注的服务窗口。
其从业人员承受的压力可想
而知，这份体面而又风光的
职业，背后是她们辛勤的付
出和无怨无悔的执着。记得
一位女员工说，她老公看到
她总是加班加点，顾不上照
顾家庭，开玩笑对她说，真是
后悔找银行员工做家属！“一
人干银行全家跟着忙”。从业
务推动到风险管控到文化建
设，哪一个环节缺失，就可能
酿成大错！爱宝关注这个行
业很久了，看着一批小姑娘
从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进了
银行，从柜员一步步做起，简
单而又枯燥的工作一天又一

天。然后嫁人生子，岁月留痕。
她们最美丽的笑容绽放不是
受到领导的表扬，而是客户
的称赞。

如何把程序化的工作做
得风生水起，做得有更多的
价值与意义，这就需要背后
的企业文化支撑。青岛银行
济南分行这类后来进入济南
的银行，许多员工来自其他
银行或其他行业，刚进行时
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带着“老
东家”的职业习惯，当然大家
来这里是寻找突破自己的环
境。个人努力是一方面，银行
必须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
这才是关键！

自从2010年下半年青岛
银行更换新的行址以来，青

岛银行的全新视觉形象就成
为靓丽风景线。红蓝两色的
搭配寓意深刻，红色代表青
岛的红瓦建筑特色，代表初升
的太阳，象征着青岛银行拥有
敢为天下先的奋进精神，在客
户服务上的不断进取与追求，
诠释着青岛银行如火的热情
服务，让客户满意、放心。蓝
色，象征着大海，传达出青岛
银行理性、深邃、专业、高端的
金融服务特色。

“温馨加放心，我们更努

力”，这是青岛银行的企业文
化。这十个字，她们用自己的
真诚的微笑和服务来诠释，
用她们的青春来注脚！采访
这五朵金花时，我们看到的
是全行上下的干劲，看到领
导为员工着想，管理为一线
服务，一线为客户服务的真
诚。她们是青岛银行的代表，
也是金融业的代表。有了企
业文化武装起来的员工才是
战无不胜的！

（本报记者 周爱宝）

五朵金花绽放 温馨更加放心
——— 走近青岛银行济南分行女员工系列之六

你想持续

稳定地

赚钱吗？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笃行

——办公室主任 史文

环境不会改变，解决之

道在于改变自己

——合规部总经理 邢晓英

前进一步一小结，及到凌

云尚虚心

——计财部总经理 张轶敏

小成凭智 大成凭德

——营业部总经理 王彦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

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服务监督中心负责人 朱琳

□周爱宝

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就在
上个暮春的周末，梨花突然绽放，娇嫩
肥厚的洁白花瓣中间的花蕊上有蜜蜂
采蜜。与樱花相比，爱宝更喜欢梨树和
海棠，因为他们不单能开花，还能结果
让人吃。

洁白的梨花，娇艳的海棠，簇拥
的桃花樱花，低调的红叶李……万紫
千红才是春。其实，每株花都有自己
的美丽，每棵草都有自己的生机，每
段路都有自己的风景。只要活出自己
的精彩，关注的人多人少并不重要。
爱宝想，植物如此，人生如此，我们的
金融业也应该如此。

一季度的最后一天，全省金融工
作会议在山东大厦召开。大大小小的
金融机构相聚在一起，探讨2012年的
金融工作重点。毫无疑问，大型金融

机构仍然是山东经济的重要支柱，工
商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谷澍从支持
实体经济方面、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
行长陈军从全面提升三农和县域金融
服务等方面做了典型发言，大银行是经
济稳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石，值得关注
的还有浦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积极探
索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
得到了与会领导的赞同。

每一家银行都有自己的精彩，每
一家证券公司都有自己的艰辛，每一
家保险公司都有自己的汗水，但是爱
宝本次最想说的不是这些金融森林
中的大树或者名花，而是在栉风沐雨
中成长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
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典当行等
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小额贷款公
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对民间资本的吸
纳能力值得关注。一片健康的森林，
要有大树，有藤本植物，还要有花草，
每一物种里必须有多样性。小型金融
机构无疑是目前山东经济发展中最
缺乏的，也是金融的短板。在省政府
的大力扶持下，各级金融办的帮助

下，2011年山东小额贷款公司达到了
259家，融资性担保机构达到484家，
应该说成绩是喜人的。与大中型金融
机构相比，他们很小，很年轻，很有活
力，但其人才队伍、抗风险能力等方
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成熟的金融
机构相比，他们必须明白自己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他们要知道，要为实体
经济服务，他们诞生的目的不是去傍
大企业，而是去覆盖小民营企业及其
他金融机构的市场空隙。解决好了哲
学问题，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空间不
用担心，其生存发展能力超强也是毫
无疑问的。但要想走得很远很久，同
样必须有打造百年品牌的眼光和决
心。

万紫千红总是春，争奇斗妍才是
春。祝愿山东金融业为实体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万紫千红才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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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加放心 我们更努力

日前，省金融办、省商务厅、
省工商局、山东证监局等四部门
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各类交易
场所清理整顿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省内交易
场所的设立登记程序和工商年检
等有关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通知》明确，凡新设有关从
事权益类、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
和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
所以及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
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相关
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外，由省清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领导小组提
出意见后报省政府批准。

《通知》要求，属于本次清理
整顿范围的各类交易场所，要根
据整顿规范要求进行自查自纠，
制定整改方案，由省清理整顿各
类交易场所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
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领导小
组研究审定。(财金记者 王小平)

我省开始整顿

权益类等交易场所

格投资理财

4月6日开基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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