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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信贷计划 简化信贷流程 优化银企对接 实施定向降准

人人行行送送““礼礼包包””，，小小微微企企业业融融资资迎迎利利好好
本报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刘海东 曾靖斐

“我开淘宝店快两年了，我们是小企业，小本经营，没什么抵押，没想到还能从银
行贷款。”济宁乐天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张冲说，今年9月份，网店通过支付宝网
商贷向济宁银行申请了1万元经营贷款，几秒钟便批下来了，“真方便，解决了我们这
些电商小企业的资金周转难题。”
今年6月以来，人民银行济宁市中支大力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通过制定政策、创新
产品、搭建平台、增加供给等措施提升小微企业融资便捷获得性。张冲提及的网商贷，
便是济宁银行在人行济宁市中支指导下，与网商银行合作推出的金融业务。

“众所周知，小微企
业融资难题是与小微企
业共生的顽疾，深化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无异于
与顽疾作战。古有‘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如今
服务小微企业，我们也
要做到‘号角初响，制度
先定’，做好最坚实的基
础保障。”人行济宁市中
支党委书记、行长郑现
中说。

自总行等五部委印
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

后，人行济宁市中支随即
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考核工
作的指导意见》，按照“两
增两控”原则，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小微信贷增长
指导性计划，明确了考核
指标和考核方式，给辖区
各金融机构带上了一道
服务小微的紧箍咒。

随后，该中支又制定
印发了《济宁市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示范行创建实
施方案》，鼓励金融机构
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和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
道，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努力把济宁市打
造成全省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改革创新的示范区。

截至2018年9月末，
济宁全市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676亿元，较年初增
加18亿元，增长2 . 74%。
同时，借助9月对各金融
机构深化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工作情况的考核，确
保辖内各金融机构小微
企业贷款增量均实现显
著增长。

出台信贷计划 银行带上制度“紧箍咒”

有了“白名单” 小微融资按下“快捷键”

过去受制于小微企
业贷款技术不发达、征信
难度大等客观因素，小微
企业想要获得银行信贷
支持，从申请到放款普遍
需要较长时间，有些企业
等待甚至超过三个月。

“小微企业融资时间
长，长在银行贷款流程繁
琐，中间环节多”，人民银

行济宁市中支货币信贷
管理科科长刘海东说，中
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开
展产品、服务创新和服务
流程升级优化，缩短小微
企业融资时长。

今年6月以来，人行济
宁市中支指导辖内各金融
机构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
新技术，筛选制定小微企

业白名单，简化小微企业
贷款审批流程，落实小微
企业贷款尽职免责条款，
缩减不必要的审批环节，
提高贷款审批效率，按下
小微企业融资快捷键。截
至今年9月末，济宁超九成
金融机构能够实现将小微
企业贷款审批时间缩短至
三到五个工作日。

搭建三大平台 银企打通“任督二脉”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
制约因素就是银企信息不对称，信
息互通是信任的基础，彼此信任银
行才能更好地为小微企业服务。人
行济宁市中支在辖内搭建了三大
银企对接平台，优化银企对接融资
机制，深度推进“互联网+融资”方
式，实现双向直达银企业务人员，
打通了小微融资的“任督二脉”。

“第一大平台”——— 山东省融
资服务网络系统。发挥系统实时、
直达优势，积极推介优质小微企业
项目，让融资服务网络系统成为企
业融资需求的“报春鸟”。

“第二大平台”——— 济宁市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发挥平台多
方联动、资源整合优势，为全市中
小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让公共

服务平台成为小微企业问政问策
的“百晓生”。

“第三大平台”——— 银企推介
会。发挥线下平台直观、互动性强
的优势，遴选优质小微企业，深入
促进银企沟通对接，让线下平台成
为银企对接的“连心桥”。

截至今年9月末，济宁市小微
企业在山东省融资服务网络系统
共发布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融资需
求信息1414条，融资需求445 . 43亿
元，对接成功 7 2 7家，对接金额
54 . 74亿元；济宁市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为全市近5000家中小企
业举办多期“济宁民营经济大讲
堂”、纳税申报技巧、市场战略管理
等创业辅导活动；济宁各县区共召
开线下银企对接会33次。

“小微企业融资贵，贵在小微
企业风险溢价高”，人行济宁市中
支货币信贷管理科副科长张勇说，

“人民银行虽不能降低小微企业风
险，但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
本，引导更多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
倾斜。”

据悉，人行济宁市中支充分发
挥央行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优势，
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导向作
用，对支小力度大的法人金融机构
优先发放支小再贷款，对小微企业
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促进金融机
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今年以
来，累计发放支小再贷款5 . 5亿元，

办理小微企业票据再贴现3 . 96亿
元。

同时，人行济宁中支全面实施
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今年以来，
济宁银行、济宁农商行和兖州农商
行分别定向降准2 . 5个、4个和2 . 5个
百分点，合计增加可用资金约20亿
元。

此外，该行大力推广央行资金
产业扶贫贷，引导法人金融机构积
极开展央行资金精准对接产业扶贫
三年专项行动，有效缓解扶贫生产
经营主体融资难题。截至今年9月
末，全市法人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央
行资金产业扶贫贷”1190万元，带动
帮扶贫困人口235人。

实施定向降准 释放资金约20亿元

本报济宁11月12日讯(记
者 张夫稳 通讯员 崔洪
波) 11月1日，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在为客户办理贵金属购
买业务后，通过系统直联深圳
市税务局区块链平台，成功为
客户开出了首张区块链电子
发票。这标志着，招商银行成
为首批通过系统直接接入深
圳市区块链电子发票平台的
机构，也成为全国首个区块链
电子发票的试点银行。

区块链电子发票是“互联
网+税务”的深度融合产物，是
实现“科技创新+”的税务管理
现代化的全新尝试。区块链技
术具有全流程完整追溯、信息
不可篡改等特性，与发票逻辑
及需求高度吻合，能够有效规
避假发票、完善发票监管流
程。区块链电子发票将每一个
发票干系人连接起来，方便追
溯发票的来源、真伪和报销等
信息，可以解决发票流转过程
中一票多报、虚报虚抵、真假
难验等难题，能够显著降低经
营成本和税收风险。

近年来，招商银行在金融
科技——— 区块链技术创新领
域提前布局、重兵投入，拥有
同业领先的专业技术和实践

经验。凭借对金融科技创新的
敏锐洞察力，招商银行积极参
与深圳市税务局区块链电子
发票试点工作。在确定项目合
作意向后，仅用月余时间即完
成区块链电子发票系统的开
发，并在第一时间接入深圳市
税务局区块链平台，为客户提
供开具区块链电子发票的全
新体验。同时，招商银行作为
深圳市税务局区块链平台的
直联机构，也可为其它企业提
供区块链电子发票代理接入
服务。

完成试运行阶段后，招商
银行客户在结账后即可通过
手机自助申请开票和一键报
销，发票信息将实时同步至企
业和税务机关，平台支持线上
领取报销款，报销状态实时查
询。除了使用方便之外，对商
户而言，区块链电子发票可大
大节省开票时间、硬件和人工
成本；对企业而言，可便捷实
现发票的申领、获取和查验，
实现即时报销、入账；对税务
机关而言，可实时监控发票生
命周期、实现智能税务管理、
保障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相对
于传统纸质发票，引入区块链
技术的电子发票凸显出其独

特的风险管理可控、操作流程
便捷、全程链上处理的巨大优
势。

招商银行自2016年开始
区块链应用场景建设以来，已
连续投产跨境支付、同业签
约、ABS、票据转让等多个区
块链应用项目。区块链电子发
票系统的成功投产，标志着招
商银行在“财税领域”的区块
链技术应用探索又向前迈出
重要的一步。

区块链电子发票横空出世

招招商商银银行行开开具具银银行行业业第第一一张张

招商银行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

本报济宁11月12日讯(通
讯员 杨玉建 ) 梁山县拳
铺镇党委带领全镇124个行
政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抓党
建，促脱贫”的引领作用，狠
抓扶贫开发工作，显现出良
好的发展势头。

梁山拳铺镇党委坚持以
“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为
抓手，充分发挥党委统领、支
部引领、党员带领的机制作
用，以党建引领推动扶贫产
业发展和扶贫项目推进，不
断把“抓党建、促脱贫”工作
引向深入。盛润挂车在镇党
委领导下，企业党支部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贫
困农民通过技能培训变成

“产业工人”，并成立“扶贫车
间”，安置60名农民在厂上岗
就业，每月有固定收入。

同时，该镇党委着力提
升村党支部书记“两带”能
力，加强支部建设，筛选出一
批有创新思维、开拓精神、干
事激情和为民情怀的农村党
支部书记队伍，筑牢脱贫致
富的组织堡垒。刘井村党支
部积极带领农民从事榨油机
配件销售，并成立二手设备
交易大市场，1800名农民“货
通全国”，依靠市场发家致
富，不少家庭拥有三、四辆小
轿车。二郎庙村党支部依靠
市民政局驻村第一书记，在
县扶贫办扶持下，成立“扶贫
车间”，安置本村20名贫困妇
女在车间上岗。眼下，在党委
正确带领下，拳铺镇3000多
农民通过挂车、加工、生产、
种植、销售、货物运输、二手
车等产业走上致富路。

党党建建引引领领，，扶扶贫贫有有成成效效

本报济宁11月12日讯
(通讯员 刘欢) 为让青年
员工唱响中国银行发展战
略,曲阜中行结合自身实际，
开展了“唱响《青春中行》
做价值观践行者”主题周活
动。

主题周活动期间，曲阜
中行领导班子成员第一时间
在微信群内布置活动形式，
分享《青春中行》词、曲、谱，

领导干部带头学唱、网点晨
会学唱、座谈会、说心得谈体
会等形式，在全行范围内积
极学唱。通过多种形式，曲阜
中行确保主题周活动100%覆
盖网点，100%覆盖团干部，
100%覆盖35周岁以下青年团
员，推广歌曲传唱，带领全体
青年员工投身新时代战略目
标实现，让中行价值观意更
深，行更远。

曲曲阜阜中中行行唱唱响响《青青春春中中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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