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微微企企业业融融资资效效率率越越来来越越高高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业务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信贷服务

长期以来，“融资难”一
直是困扰我国小微企业发展
的一大障碍。小微企业由于
抗击风险能力弱、可抵质押
的资产少等因素，很难满足
银行授信准入条件，银行更
希望将资金投放给大型企
业。尤其是每年下半年，银行
受信贷规模限制，小微企业
融资更加困难，小微企业不
得不从一家银行转战另外一
家银行，但往往贷款仍旧遥
遥无期。

积极探索

提升服务水平

近年来，邮储银行深入
贯彻中央经济金融方针政策
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
求，关注小微企业服务需求，
扎扎实实服务实体经济，在
经营体系、资源配置、产品创
新、服务模式等方面积极探
索，努力提升小微企业服务
水平。邮储银行泰安市分行
在服务小微企业上走在了前
列，成为了服务小微“急先
锋”。

据了解，邮储银行泰安
市分行自成立以来，一直高
度重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
作，将小企业贷款业务作为
核心业务来抓，针对小微企
业不动产抵押不足的特点，
通过充分调研、分析，加快产
品创新，陆续开办了小企业
不动产抵押贷款、小企业动
产抵(质)押贷款、小企业银
行承兑汇票质押贷款、小企
业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
等业务。小企业贷款单户最

高额度可达2000万元，授信
有效期限最长可达2年，基本
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小企业的
资金周转、扩大生产等各方
面融资要求。与小额贷款业
务一样，小企业贷款同样具
有还款方便的特点，等额本
息、阶段性等额本息、一次还
本付息、按月付息到期一次
还本等多种还款方式供客户
选择，极大地满足了小企业
主的需求。

雪中送炭

支持小微企业

作为邮储小微企业贷款
的受益人，张先生在采访中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张
先生对记者说：“我的新项目
已经开工了，现在终于放下
心来了。”张先生经营了一家
建塑钢门窗加工公司，公司
主要是与房地产开发商合
作，负责开发楼盘塑钢门窗
的生产、安装。加工钢门窗的
企业并不少，想在这个行业
做下去就必须提高产品的科
技含量，不断提高公司的生
产能力。巧的是，今年6月份
张先生接到一份合同，根据
相关条款，前期工程需要一
定的垫资，由于近期工程较
多，资金周转较为紧张，所以
张先生想到了向银行申请企
业贷款用于新项目的启动。

“原来因为资金不到位，
天天着急上火，做生意就是
这样，不进则退，要不是邮储
银行小企业贷款的支持，我
的公司未来的发展就难了。”
7月份张先生陆续向泰安城

区多家大型商业银行提交了
贷款申请资料，但是由于其
企业规模小，申请的额度低，
只有一家银行受理了张先生
的贷款申请。当业务进入最
后审批阶段时，张先生却被
告知银行目前授信规模不
足，贷款资金短期内无法到
账。“我为贷款跑了一个多
月，银行门槛快踏破了，结果
资金仍旧没影儿”，张先生
说：“当时感到很泄气，但为
了企业正常周转，不得不冒
着炎炎烈日，继续奔走在泰
安的各大银行之间。”最后还
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张先生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带着企
业资料到邮储银行泰安市分
行小企业贷款中心进行咨
询，结果没想到这次贷款异
常顺利，让张先生十分感动。

邮储银行客户经理告诉
张先生，邮储银行小企业贷
款就是针对小微企业量身打
造的一款信贷产品，并且额
度充足，不会出现没有额度，
无法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现
象。张先生立即将贷款资料
递交给邮储银行，并表示希
望贷款能尽快批复，新项目
马上就要施工迫切需要资
金。得知此情况后，邮储银行
泰安市分行立即安排客户经
理进行了上门服务，两周后
张先生顺利拿到了所需的贷
款资金，新项目终于如期开
工。

张先生的经历只是邮储
银行专注服务众多小微企业
的一个“缩影”。据悉，截至8
月中旬，泰安本年累计投放
小企业贷款5 . 14亿元，占全
部贷款投放量的52%，累计
为上百户小微企业提供了融
资支持。

专人专事

优化服务流程

邮储银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服务小微企业，该行成
立了专门的小企业信贷中
心，专门负责泰安地区小企
业贷款的经营管理工作，各
县市区支行成立专门的小企
业贷款部，负责业务宣传、营
销、受理等工作，并从各县市
区支行抽调优秀客户经理从
事小企业贷款业务工作，减
少了客户跑银行的次数，提
高了小微企业的服务质量。

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针对
小微企业贷款“短、急、
快、频”的特点，为提高服
务质量和业务处理效率，邮
储银行泰安市分行根据相关
管理制度，对业务流程进行
了进一步的优化，严格按贷
款时限进行操作，贯彻阳光
信贷政策，完善审批流程，
梳理业务环节，实行标准化
作业，提高业务处理效率，
确保为小微企业提供高效的
信贷服务。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泰
安市分行深入企业开展走
访、营销活动，及时了解企
业融资需求，上门收集贷款
资料，方便企业申请贷款，
简化申请流程，及时解决企
业的融资难题。据邮储银行
泰安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半年将开展小微企业
客户营销活动升级，通过上
门走访、客户深度开发、召
开银企对接会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服务力
度，切实为解决小微企业的
融资难题贡献一份力量。

近年来，邮储银行深入贯彻中央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和为实体
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关注小微企业服务需求，扎扎实实服务实
体经济，在经营体系、资源配置、产品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积极
探索，努力提升小微企业服务水平。邮储银行泰安市分行在服务
小微企业上走在了前列，成为了服务小微的“急先锋”。

2013年9月5日—8日，建
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作为齐鲁秋
季车展唯一指定合作银行，将
继续携特色业务——— “建行龙
卡购车分期付”入驻车展，为
广大消费者实现购车梦。作为
齐鲁车展唯一指定合作银行，
建设银行与厂商倾力合作，在
优惠车价的基础上，还将为众
多购车者提供超值费率的购车
优惠。

建设银行是国内率先推出
信用卡分期付款购车业务的国

有上市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产品设计完善，更推出了
部分优质客户“免抵押，免担
保”办理，部分车型持卡人还
可享受“0利息，0手续费”的
超值费率优惠政策。建行人士
透露，建行与众多汽车厂家签
定了“总对总”合作协议，通
过厂家贴息的方式为分期购车
客户提供优惠手续费率，甚至
零手续费率，真正实现了无利
息贷款买车。目前优惠手续费
率涵盖60多个热销汽车品牌。

北京现代
12个月分期付款零利息零

手续费、36个月优惠手续费
8%的车型：索八2 . 0、IX35、
途胜、新胜达。

索八 2 . 4特优惠： 1 2个
月、24个月分期付款零利息零
手续费、36个月优惠手续费
4%。(例如：10万元3年分期付
款，只需4000元手续费)

东风悦达起亚
12个月分期付款零利息零

手续费车型：福瑞迪、秀尔、

K5、智跑、狮跑。24个月、
36个月优惠手续费。

东风本田
1 2个月分期付款零利息

零手续费的车型：CR -V、
思域、思铭、思铂睿、艾力
绅。

思域、思铭、思铂睿、艾
力绅特优惠：24个月分期付款
零利息零手续费、36个月优惠
手续费4%。

以上优惠政策截止到2013

年9月30日，详询：95533

用用建建行行的的钱钱 买买自自己己的的车车
龙卡分期付优惠车型介绍·第二季 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东风本田

交行山东省分行：
扎扎实实推推进进党党的的群群众众路路线线教教育育实实践践活活动动

本报讯 山东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第二
届会员代表大会8月16日在济南举行,全省共
108家会员公司，25家非会员公司参加了本次
会议。

省中介协会会长宋执旺指出，随着保险市
场的发展，保险体系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分
工越来越明确，保险中介作为专业的代理人、经
纪人和公估人，或将能分食更大的市场蛋糕。

“目前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占
据了市场保费总额的八成。”中介协会副会
长、泛华联兴保险销售山东分公司负责人任
勇在采访中表示，“随着分工的精细化，保险
中介未来发展的路子将更宽广。”数据显示，
截至2013年2季度，全省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法
人机构134家，上半年全省通过中介渠道共实
现保费收入467 . 41亿元，同比增长6 . 68%；中
介渠道业务在全省总保费中占比为79 . 38%。

“中介市场各渠道看，上半年个人营销渠道和
专业经代业务发展迅速，保险公估机构业务
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省中介协会副
会长任勇表示。 (财金记者 季静静)

保险中介或将分食

更大市场蛋糕

本报讯 中国人保财险寿光支公司在
全国率先开办的订单农业贷款保证保险取
得实质性突破。自5月27日签发第一张涉农及
中小企业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单以来，目前已
为15家农户、6家涉农企业、2家生产经营性中
小企业提供了2200万元的风险保障，实现了
农业产业化全流程风险管控的良好开端。

订单农业贷款保证保险是寿光市政府
主导的金融创新项目，它实行“政府主导、四
方(政府、银行、保险、涉农企业)参与、市场运
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建立风险
基金蓄水池+保险超赔模式，形成“保险一条
龙”服务的推广共同体，解决农户和涉农企
业生产、销售过程中的风险问题。其中，政府
部门搞好组织协调，制定好政策，完善信用体
系建设；商业银行解决生产前期资金投放；贷
款保证保险解决菜农资金投入后的还款担
保；蔬菜大棚保险解决自然灾害损失，保障菜
农成本；贸易信用保险解决资金及应收账款
管理；食品安全保险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合
作社负责组织贷款和投保，为农业产业化的
发展铺建一条畅通的大道。 （赵礼忠)

寿光订单农业保险

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近日，家住济
微路的潘老先生
将一面锦旗送到
本报齐鲁财金编
辑室。上周潘先生
来报社讲述了自
己和保险公司之
间的“恩怨”，本报
齐鲁财金编辑室
在调查了解情况
后，顺利帮其成功
维权。 (本记)

财金资讯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交通银
行总行党委的工作部署，交行
山东省分行迅速行动，多措并
举有序推进党的教育实践活动
的开展。

加强组织领导

统筹推进落实

总行动员大会后，山东省
分行第一时间向各基层单位传
达了教育实践活动精神，成立
了以党委书记、行长王锋同志
为组长的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并在认真学习、深入调查

的基础上，制定了《交通银行山
东省分行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同
时，为加强对省辖行教育实践活
动的指导，山东省分行在分行巡
察组的基础上成立了2个督导
组，督促指导各单位开展活动。
通过多措并举，确保整个活动衔
接紧凑，有序推进。

加强舆论宣传

营造良好氛围

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山东省分行在分行内网开通了

教育实践活动专栏，及时报道
总分行活动动态，发布学习交
流信息，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
引导。同时，筹备在省分行一楼
大厅设置彩色宣传板，宣传教
育实践活动及“四风”建设的基
本知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加强学习教育

提高理解认识

山东省分行在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学习指定材料的同时，
按照“规定动作”做到位、
“自选动作”有特色的总体要

求，于8月15日-16日期间组织
分行本部全体党员干部观看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片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此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一项学习教育内容。开展
“纪委在您身边”短信宣教活
动，全辖B职等实职以上干部
发送廉政短信；组织全辖C职
等干部填写《交通银行山东省
分行C职等干部作风建设情况
报告》，汇报本人当月学习、
基层调研、客户走访等情况，
将干部作风建设落到实处。

(张海亮)

为读者解金融难题

融通基金试水主动清盘基金

融通基金旗下第二只目标触发式基
金——— 融通通祥已获批，融通通瑞、融通通源、
融通通盛正在受理中，至此融通基金已申报了
5只目标触发式基金。目前在售的融通通泽是
国内首只目标触发式基金产品，其创新之处在
于“自动清盘机制+最长1年投资期+争取一年
内获取净认购金额8%的收益”。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正在发行

上投摩根基金旗下稳定回报系列再添新
成员——— 上投摩根红利回报8月19日通过中
国银行等代销机构、上投摩根直销中心及官
网发行。该基金权益类投资比例为0-50%，债
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投资比例不低于
50%，这种“以债为基，以股为进”的设计更加
适应当前以结构性机会为主的市场环境。

财情播报

财金记者 季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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