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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信贷工厂
方便企业融资

7月19日，专注于工程机
械耐磨件生产的山东太阳耐
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
器轰鸣，所有生产线“火力全
开”，生产场景如同盛夏的天
气“热火朝天”。

这家2011年成立的公司
主要生产刀角刀片、履带板、
驱动轮及齿块、松土器、斗齿
及护板等工程机械耐磨件，由
于产品性能卓越，很快发展成
行业翘楚，与徐工集团、卡特
彼勒、ESCO等国内外知名厂
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
六成以上产品用于出口。

该公司销售部经理张敏
说，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发展
壮大，去年销售收入逾亿元，
今年预计能达2亿。“公司发展
这么快，除了卓越的产品性
能，还得益于济宁中行的资金
助力，解决了企业流动资金周
转难题，打消了企业拓展国际
市场的后顾之忧。”

小微企业融资一般为流动
资金贷款，多呈现“短、小、频、
急”的特点。济宁中行成立中小
企业专营机构后，又创新推出

“中银信贷工厂”模式，通过端
对端、流水线和标准化的规范
操作，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与

水平，满足了中小微企业的融
资诉求。目前，一笔中小企业贷
款的审批时间从原来的2-3个
月缩短到5-7个工作日。

为更好践行普惠金融、扶
小助微，去年10月底，济宁中
行又新成立普惠金融服务中
心，明确专人负责普惠金融业
务，指导辖内机构建设普惠金
融基础服务网点和普惠金融
信贷发起网点，增强普惠金融
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目
前，济宁中行23家支行均可作
为普惠金融基础服务网点，服
务当地企业。同时，济宁中行
又申请在泗水县增设网点1
处，目前新网点已进入筹建阶
段，新网点的落成将进一步提
升该行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
能力。

普惠金融，普及之余，重
在惠及。作为国有大行，中行
大力创新推广普惠金融产品，
推进“造血式、内涵式”金融服
务，与广大中小微企业互助互
利、实现共赢。该行对接财政
局、科技局、商务局、公共资源
服务中心等部门，推广了“政
银保”、“科贷通宝”、“政府采
购融资”等业务。目前，济宁中
行已向当地科技局申请备案
叙做科技成果转化贷款企业
累计达四批，成为当地科技型
企业风险补偿贷款备案、投放
数量最多的银行机构。

依托大数据和互联网技
术，中国银行推出“小微快
贷”、“网络通宝”、“网融易”等
业务，小微企业网上申贷、网
上提款、还款，“中银信贷工
厂”实现智能化升级，打通了
小微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截至今年6月末，“中银信
贷工厂”在济宁已累计投放贷
款55亿余元，累计服务1200余
户企业。

化身国际“红娘”
撮合全球资源

担当社会责任是国有大
行的使命，其中重要的体现便
是服务中小微企业，让金融活
水浇灌实体经济之树。有着强
大海外机构、资源优势的中国
银行，还创新探索了一条破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助力中小微企业搏击全
球市场的新路径：中行化身国
际“红娘”，牵线搭桥，开展“中
银跨境撮合服务”。

具体来说，中国银行利用
信息库、大数据，根据掌握的

中小微企业信息和企业意愿，
进行企业需求国际化配对，然
后安排意向企业网上“相亲”、
举办论坛企业“一对一、面对
面”洽谈互访，促成中小微企
业间的合作意向，随后实地考
察进一步洽谈、开展实质性合
作。实现合作后，中行将为双
方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在跨境撮合中，中国银行
除了提供全流程金融服务，还
提供包括翻译、律师、会计等
在内的全面配套服务，期间为
减轻中小企业负担，“跨境撮
合服务”本身不对参会企业收
费，属于一项免费的增值业
务。

对跨境撮合服务“深有感
触”的是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
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陈
建华说，公司生产滑雪、射击、
防寒、打猎等运动型专业手
套，远销美国、加拿大、欧洲、
日本、俄罗斯等33个国家。“济
宁中行为公司提供了信贷支
持、国际结算服务，还通过跨
境撮合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
场，使得公司订单量、市场占

有率、产品出口率每年都呈上
升趋势。”

济宁中行普惠金融服务
中心主任刘月生说，自2014年
起，济宁中行借助商务局、移
动互联等平台建立了“跨境撮
合信息服务平台”，通过移动
云功能，向济宁市的进出口企
业推送跨境撮合服务信息，帮
助当地中小企业更好融入全
球资金链、价值链、产业链。

目前，济宁中行已累计组
织当地11家企业参与全球跨
境撮合6场，涉及通用设备制
造、电气机械制造、建筑材料
制造、农副食品加工等众多领
域,帮助中小企业对接国际技
术、管理、市场、资本等，促进
企业融入国际市场，提升综合
竞争力。

深耕普惠，未来可期。济
宁中行将坚持以提升普惠金
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
意度为目标，持续完善机制建
设，充分发挥大行特色优势，
不断创新产品体系和服务模
式，努力实现普惠金融业务的
可持续发展。

践行普惠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

济济宁宁中中行行助助力力企企业业搏搏击击全全球球市市场场
本报记者 张夫稳 见习记者 周惠娇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作
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济宁分行始终秉承“担当社会
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发展理念，全面践行普惠金融，不断加
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并取得了不俗成绩。截至今年6月
末，济宁中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合计11 . 08亿元，贷款户数1336
户，仅今年上半年新增204户。国标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36 . 52
亿元，较年初增加3 . 93亿元，业务增长在全省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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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农行强化社会责
任，面向城乡居民广泛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
子”主题宣传活动，提升群
众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能
力，增强群众自我保护意
识。图为该行抽调骨干柜员
利用业余时间深入乡村开
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本报通讯员 吴潇潇
王灿 摄

守守 住住
钱钱袋袋子子

本报济宁8月2日讯 (通讯
员 杨玉建 崔建鲁) 梁山
县拳铺镇土地确权以后在农商
银行资金扶持下，扶持农民从
事特色农业种植，助推脱贫致
富。根据“金融扶贫”要求，农商
银行给予资金倾斜，为农民增
收架起金桥，广大群众拍手称
赞。

拳铺镇土地确权以后大规
模经营土地调动了农民特色产

业种植积极性，东后杨楼村农
民杨宏祥在农商银行资金扶持
下流转土地400多亩，建起了家
庭农场，种植特色玉米、大豆取
得明显经济效益；东前杨楼村
农民杨国振流转土地100多亩
全部种上良种山药，每到收获
季节利用网络发布市场信息，
部分山药网上销售，根据不愁
销路。后张村农民张凡春流转
土地60多亩全部种上观赏苗

木，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石
家庄、济南、徐州等大中城市的
园林绿化业户前来购买，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目前，拳铺镇1000多名农
民利用农商银行资金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种植，镇扶贫办给予
正确引导，让更多贫困农民依
靠土地作好脱贫致富文章，让
特色农业种植成为农民增收致
富的朝阳产业。

土地确权后，金融助力特色农业增收

梁梁山山拳拳铺铺千千余余户户农农民民““脱脱贫贫致致富富””

本报济宁8月2日讯
(通讯员 刘璇 王聪) 近
日，一位面露急色的客户推
开了济宁农商银行高新区
支行的大门，经过交流获
悉，这位客户的父亲生病住
院，急需一张银行卡以便报
销医药费，但老人行动不便
无法到网点办理。

了解客户实际困难后，
济宁农商银行高新区支行的
工作人员主动提出上门服

务，将柜面服务延伸到客户
病床前。当天下午，该支行两
名员工带着相关材料，来到
医院为老人办理了相关手
续。办完手续后，老人和家人
对工作人员连声感谢。

济宁农商银行高新区
支行始终秉承客户至上原
则，“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
之所急，帮客户之所需”，用
实际行动温暖客户，不断提
升金融服务满意度。

济宁农商银行高新区支行

上上门门服服务务获获客客户户点点赞赞

密切军银关系、军民联系

济济宁宁中中行行慰慰问问驻驻济济部部队队
本报济宁8月2日讯 (通

讯员 刘欢) 7月31日，中
国银行济宁分行行长薛涛、
纪委书记苏世普率队走访驻
济某部队，开展座谈交流，送
上拥军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中国银行济宁分行党委
与该驻军部队党委是党建共
建单位。薛涛首先探望了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部队官
兵，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
生活情况，向他们致以节日

祝福，并表示将继续与驻军
部队加深军银关系、军民联
系，为广大官兵提供优质金
融服务，共同为济宁地区社
会稳定和金融发展做出新贡
献。

该驻军部队有关负责人
代表部队党委对济宁中行一
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对中国银行长期以来提供的
优质金融服务给予高度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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