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瞻远瞩担负大行责任

奠定企业“走出去”根基

早在10多年前，山东建行就
开始了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实
践探索。山东建行国际业务的发
展，不仅契合了鲁企海外发展战
略，也为不少企业奠定了“走出
去”根基。

聊城市新凤祥集团原来的
主业为食品制造，2005年这家企
业进军铜业领域，成立祥光铜业
公司。成立初期，祥光铜业年产
20万吨阴极铜项目投资成本巨
大，建设周期长，面临着巨大的
融资难题。

在不少银行望而却步的情
况下，建行高瞻远瞩，放眼企业

“走出去”发展趋势，快速行动，
牵头组建了首笔银团项目贷款
9 . 38亿元。2010年，祥光铜业上
马二期20万吨阴极铜项目时，建
行再次与另一家银行共同组建
银团，为其发放银团贷款15 . 95
亿元，助力企业“走出去”。

如今，祥光铜业已发展成为
全球最大的精炼铜生产基地之

一，可年产能阴极铜近50万吨、
硫酸170万吨、金20吨、银600吨，
业务遍布美国、智利、秘鲁、澳大
利亚、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

建行聊城分行高级产品经
理舒丙来说，祥光铜业建厂时就
选择投资大、技术先进、环保节
能的新技术，成为国内第一家、
全球第二家采用闪速熔炼和闪
速吹炼工艺的绿色生态环保型
铜冶炼厂。而我国是一个铜资源
匮乏的国家，祥光铜业的发展对
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建行
为祥光铜业这类低碳环保企业
提供金融、智力支持，也彰显了
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

融资又融智

让“走出去”企业轻装上阵

伴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加快，如何在全链条为企业提供
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满足其原
料进口、产品出口的上下链需求
成为建行和企业双方的重大课
题。

新凤祥财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少峰说，祥光铜业无自有
矿山，铜矿石全部需要从非洲等
地进口，企业生产、运输物理流
程长，资金量占用高。建设银行
不仅每年对其主营铜产品提供
大宗商品项下的融资服务，还对
联产的金、银等附加产品提供贵
金属租赁、黄金远期等新型融资
服务，累计办理新型融资130亿
元，盘活了企业资产，稳定了企
业现金流，将产品价值最大化。

不仅是融资，建行还积极为
“走出去”企业融智，帮助企业降
低融资成本。

建行聊城分行公司业务部
副总经理高蕾说，作为唯一一家
具有造价咨询业务资格的商业
银行，建行一直在造价咨询领域
具有专业化的服务水平。“在祥
光铜业阴极铜项目建设期间，建
行通过专业的造价咨询服务，帮
助企业开展工程造价分析和成
本控制，最终帮助祥光铜业节约
成本近亿元。”

2013年到2015年人民币对
美元持续升值期间，建行为祥光
铜业提供低成本的美元融资；
2015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持续贬值，持中长期美元
债务的企业汇率风险积聚，建行
通过灵活的产品组合以人民币
债务置换原有美元债务，降低融
资成本；2016年底境外人民币价
格持续高企，年化融资成本高达
近10%，建行利用产品创新采用
境内融资替代，为祥光铜业节约

上千万融资成本。

全球化无缝连接服务

推动投融资便利化

在支持企业“走出去”过程
中，山东建行依托强大的海外资
源和完善的网络渠道，为企业在
跨境融资、结算、顾问咨询等领
域提供一站式服务，与企业站在
一起面对全球化竞争。

济宁市如意集团是我国纺
织服装企业竞争力500强排名首
位的企业。近年来，如意集团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布
局了10个工业园，总投资超过
300亿元。在巴基斯坦，如意的纱
线产品一直深受当地针织厂、毛
衫厂的欢迎，但当地能源短缺问
题突出。2016年，如意集团与华
能集团山东公司按照各自50%的
比例联合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
萨希瓦尔燃煤火电项目。

据介绍，华能如意萨希瓦尔
燃煤电站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

“优先实施”能源项目之一。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巴基斯坦装机容
量最大的燃煤火电项目，年发电
量预计超90亿千瓦时。山东建行
及时为该项目提供贷款
2 .1亿美元和内保外贷的
搭桥贷款2 . 1亿美元，保
障了项目顺利实施。

自2010年起，如意集
团开始沿着纺织产业链
的前后端实施并购，目前

在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
国、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拥
有20多个海外子公司。“建行与
我们相形相随，哪里有企业‘走
出去’发展的身影，哪里就有建
行专业化服务的跟进。”如意控
股集团执行总裁、资金中心总经
理顾凤美说，多年来如意的发展
壮大，离不开建行的支持。在公
司“走出去”发展的各个关键点，
建行都为公司量身定制跨境融
资服务方案。在内保外贷、融资
性保函等业务方面，建行的服务
都体现了高效、精准、专业。

据了解，为提高对“走出去”
企业个性化服务水平，实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
放发展，山东建行倾心打造了一
个由省行领导任首席高级客户
经理的综合化金融专业服务团
队，形成从总行到支行，从国内
到海外的N个客户经理与产品经
理队伍的“1+1+N”服务模式，为
企业量身提供专业、专享、专属
的“家庭式”服务。2016年，建行
山东省分行完成“走出去”海外
项目签约总金额5 .22亿美元、投
放3 . 122亿美元。 (财金记者
薛志涛 通讯员 宋忠修)

围绕产业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护航鲁企“走出去”

山山东东建建行行深深入入融融入入““一一带带一一路路””建建设设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山东建行)积极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走出去”企业保驾
护航。从项目引进、贸易链和资金链打造，到产业链升
级，再到全球化无缝连接专享服务，山东建行充分融合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
发挥出自己独特的作用。

最近，渤海银行深圳分行
一家支行网点成功堵截了一起
有组织利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
行卡的风险事件。当天中午，一
名男子来到该网点现金柜台办
理开户业务。银行工作人员在
例行审查客户身份证件时，发
现身份证照片与客户本人不一
致，怀疑客户冒用他人身份证，
于是请这名男子念一遍身份证
的号码，男子迟疑片刻后，回答
称自己记不住。随后工作人员
多次询问证件是否为本人时，
男子一会儿回答说是家人的，
一会儿又说是朋友的，前言不
搭后语。工作人员随后向这名
男子宣传非法开立账户是犯罪
行为，在多次开导询问下，他终
于坦承是自己受他人利益蛊惑
前来开户。这名男子称自己当
天刚从老家来到深圳务工，在
人才市场应聘时，被不法分子
怂恿，以400元的报酬答应用他
人身份证开立一张银行卡。了
解事情原委后，支行营运经理
立即拨打了110进行报警。

伴随着国务院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力度
的不断深入，关于加强支付结
算管理的相关措施也在不断完
善，渤海银行始终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将保护客户财产安
全视为己任，严格落实各项监
管政策。

为堵截不法分子假冒他人
或虚构代理关系开户，渤海银
行在开户环节加强了账户实名
制的审核力度。通过营业网点
经办员面对面核实及总行集中
作业中心远程审核两道防线对
单位和个人身份进行严格审
核，一经发现存在疑义，将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手段。比如，
当客户人脸识别存在疑似时，
经办员会要求客户出示辅助证

件；已判断为虚假证件冒名开
户的，将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等。为了提高客户信息保护和
风险防范意识，在开户业务处
理过程中，渤海银行工作人员
还会向他们宣传账户和密码安
全等金融安全知识。

为了有效遏制目前猖獗的
买卖账户和假冒开户的行为，
人民银行推出了“同一个人在
同一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户
以及个人账户分类管理”的要
求。政策实施后，渤海银行对已
经开立多个Ⅰ类户的客户进行
了梳理，并印发《渤海银行个人
结算账户核实清理工作方案》，
引导客户对账户进行清理和归
并，以进一步强化社会公众对
本人名下账户和账户内资金管
理的意识和重视程度，帮助个
人客户合理存放资金，保护资
金安全。

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控制
风险，渤海银行进一步完善了
客户信息保护机制，将客户信
息保护纳入日常管理。目前已
实现柜面高风险以及常见业务
的集中处理模式，个人客户开
户、个人客户关键信息维护等
高风险业务已全部由集中作业
中心审核处理，健全了营运业
务档案保管、调阅等各环节的
管理，并建立了检查机制。

为了更好地向普通大众普
及支付安全知识，增强他们的支
付安全风险意识，渤海银行将加
强支付安全和防范电信网络欺
诈宣传工作落地于基层网点，安
排业务经验丰富、沟通能力突出
的业务骨干担任宣传员，积极为
公众普及金融知识、答疑解惑，
正确引导社会公众辨识网络电
信诈骗的手段及危害，提升消费
者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全的意
识和能力。 (记者 张頔)

2017年，太平洋财险山东分公司成功签发
首单政府精准扶贫类团体意外保险项目，为济
宁市嘉祥县近1 . 5万名贫困人员提供一年期意
外保险保障，总保额2 . 1亿元，有效增强贫困人
员的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了保险在精准扶贫
工作中的兜底作用。

此外，近年来山东太平洋财险还积极参与
扶贫结对帮扶项目。2017年5月，太平洋产险山
东分公司在泰安市岱岳区英雄山中学举办了

“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向山东

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转交爱心捐款，并现场为
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

渤海银行多措并举防范支付风险扶贫助困，山东保险业在行动
②

3月24日，泰康人寿山东分公司总经理田灿
斌带领近40名义工来到济南西南部山区的万德
镇武庄幼儿园，奉献爱心，以公益活动庆祝16周
年司庆。

幼儿园现有50余名孩子，留守儿童较多。简
陋的教室，破旧的桌椅，缺少儿童玩具及文体用
品，与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目光，产生了鲜明的对
比。得知情况后，公司决定为这些孩子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同时发出爱心倡议，得到了员工的
积极响应，为孩子们捐赠了儿童桌椅、书包、电
视机、橡皮泥、图书等学习用品。

2016年9月，平安人寿济南分公司携手奥运
健儿杨哲，一同来到长清区张夏镇诗庄小学，为
学生带来科普类、益智类、中外名著、辅导教材
等书籍，建立“我与奥运健儿”爱心书库。

今年，平安人寿济南分公司掀起了幕天公
益捐书热潮，以“向善向上 不负少年”为主题，
鼓励客户及公司员工积极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31日下午，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收集到爱心书

籍811本，为偏远山区的孩子送去更多的关怀。

●山东太平洋财险为济宁贫困户织起“保险网”

●济南平安人寿：“向善向上 不负少年”

●山东泰康人寿举办“点滴春雨 滋润春苗”爱心公益活动

2016年9月，太平财险、华安保险携手泓
贵保险将章丘市文祖街道石斑鸠村定为“保险
精准扶贫试点村”，针对石斑鸠村和西田广村
贫困人口可能遭遇的各类风险，免费推出扶贫

村家庭综合保险方案，投保对象年龄横跨3至
85周岁，真正实现一张保单保全家，为贫困村
民立业创业脱贫致富打下基础。

●山东太平财险、华安保险共建“保险精准扶贫试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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