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全全力力打打造造民民企企服服务务首首选选银银行行
中国民生银行是中国首

家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
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直以来
和民营企业都是同根、同脉，
一脉相承。中国民生银行济南
分行成立17年以来，扎根齐鲁
大地，牢记自己的“民企基
因”，持续开展专业、创新、高
效的综合金融服务，与民营企
业共同成长。

2018年，民生银行启动改
革转型三年发展规划，进一步
明确了做“民营企业的银行、科
技金融的银行、综合服务的银
行”的战略定位，开启了服务民
营企业的新征程。民生银行济
南分行在总行战略框架下，围
绕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制定了分行三年行动计划，
其重中之重就是服务民营企
业，聚焦民企战略，不断创新服
务方式，建立和完善服务体系，
助力山东民营企业发展。

打造民企特色，有效
服务实体经济

为民而生，与民共生。成
立至今，民生银行济南分行始
终不忘初心，扎根齐鲁，立足

“民营企业的银行”的战略定
位，积极服务民企、支持地方
发展，努力成为民企的金融服
务集成供应商、主办行和首选
银行。

为落实三年行动计划，民
生银行济南分行优化战略民

企服务模式，成立了以一把手
为组长的战略客户综合服务
领导小组，固化高层会晤机
制，确保民企综合服务到位。
按照“分层管理、团队协作”的
原则，从分行选派优秀产品经
理、评审经理，与经营机构共
同组建民企客户服务团队，启
动了“鼎民计划”——— 重点推
动民营企业发展的评审服务
支持活动，通过采取“层次化
挂户制度、嵌入式服务支持、
常态化信息传达、多维度考核
评价”等措施，进一步优化民
企金融服务体系。

为推进战略民企的深度
服务，该行创新战略民企客群
服务模式，推行“1+3”作业模
式，对战略民企按照“样板间”
的要求进行客户画像，精准把
脉企业需求，开展行内资源、
金融同业资源、银企资源整
合，提供专业化商业银行、场
景化的交易银行、便捷化的线
上银行、定制化的投资银行、
综合化的财富管理、个性化的
私人银行等一揽子、精准化金
融服务。

自战略民企客户开发全
面启动以来，该行先后与奥德
燃气、山东临工、利华益集团
等总分行级战略民企客户进
行了高层会晤，实行“一户一
策、团队作业”，服务模式得到
了总行和客户的认可。截至目
前，新增申报融资金额约100
亿元。此外，与战略民企的创

新业务合作也已初见成效，有
3家民企的投行项目已成功落
地，民企综合服务能力已经得
到客户认可；有2家民企的债
券融资项目成功注册，并转入
债券启动发行阶段。

践行普惠金融，为小
微企业灌溉“金融活水”

专业和创新是民生银行
小微业务的两大法宝。目前，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已经建立
起了小微金融事业部济南分
部——— 小微特色支行——— 小
微业务团队的专业化架构，全
辖97支小微业务团队人员286
名，初步实现了小微业务的专
业化经营。

作为全国首家全面进军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商业银
行，民生银行持续创新商业模
式，推出了多样化的小微企业
专属产品，走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小微金融之路。目前，在
经济压力增大的形势下，民生
银行济南分行仍坚定不移地
执行小微金融战略，持续提升
小微金融服务。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不断
丰富产品体系，满足小微企业
金融需求，创新推出“无本续
贷”业务，运用贷款续授信转
期服务，通过新发放贷款结清
已有贷款的形式，允许小微企
业继续使用贷款资金，帮助小
微企业避免了寻求高成本过

桥资金续贷的问题，降低
了融资成本。该行已累
计为3700余户小微
企业办理了“无
本续贷”转期业
务、发放转期
贷款约51亿
元。同时，为
适 应 大 数
据 下 小 微
企业发展
的新特征、
新趋势，该
行 开 发 了

“云抵押”、
“云快贷”、
“网乐贷”等
互 联 网 贷 款
产品，满足了不
同客群的贷款需
求。

民生银行济南分
行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引
入公证处现场受理贷款公证、
合同面签及抵押登记，推广小
微贷款远程面签和移动运营
上门受理，为客户提供“一站
式”服务，贷款办理时间由原
来的7-10个工作日缩减到约3
-5个工作日。此外，针对小微
企业在经营结算过程中使用
现金、效率低、安全系数差、
POS刷卡费率高等问题，先后
研发了二维码收银台、云账户
等产品，实现服务的便捷、高
效、低成本。

截至2018年10月末，民生

银行济南分
行小微客户数突破

39万户，已累计为超过2 . 2万户
小微企业提供过融资支持，小
微贷款余额达到114亿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
一贯方针。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将坚定地执行总行民营企业
战略，坚决贯彻落实改革转型
发展规划，秉承“为民而生
与民共生”的企业使命，携手
齐鲁民营企业，共同谱写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记者 赵婉莹)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山东
省分行在济南隆重召开《猪年
压岁金》产品推介会，来自社
会各界的嘉宾及媒体记者共
飨这一盛典时刻。

在国家倡导文化兴邦和优
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战略中，建
行始终坚持为文化继承与发扬
贡献力量。自2015年起，面向全
国发行黄金压岁钱，与时俱进
融入新时代元素，每年甄选一
位正能量的生肖卡通偶像，将
传统压岁文化实现现代化、时
尚化、国际化、科技化。

2015年-2019年，初心不
变，陪伴不变。从羊年压岁金的
诞生，到猪年压岁金的问世，一
年一张建行黄金压岁钱，已成
为大小粉丝的年关期盼。作为
压岁金系列之五《中国建设银
行猪年压岁金》，由麦兜插画创
作者麦家碧女士亲自绘制主形
象，麦兜带着乐观与梦想为小

朋友们传递正能量。
据 悉 ，猪 年 压 岁 金 由

Au999黄金铸制，重1克，工艺
上除了延续了镭射彩印工艺
和录制祝福视频外，还增设了
香味油墨工艺和AR互动功
能，让压岁金好看更好玩。同
时，为感恩回馈客户，今年还
将继续推出十套装的“梦想大
礼包”规格，每个礼包内配置
一张刮刮乐抽奖卡，在新年把
幸运和惊喜带给客户。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
行资深副经理范传东先生出
席活动并致辞：“从羊年第一
张压岁金诞生，五年来，我们
一直怀着弘扬传统文化、传播
社会正能量的美好愿景，以创
新精神和先进技术不断突破
前行，赋予压岁金好看好玩的
功能亮点和正能量的文化主
题。建行压岁金5周年，是个重
要的里程碑，就像生肖猪年一

样，既是一轮阶段的回顾，更
是一个新阶段的启程。未来，
我们将继续弘扬传统压岁文
化，在题材、设计、工艺等各个
方面不断创新，陪伴孩子们一
同成长。”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营
销部总经理吴丽女士表示：

“建行猪年压岁金，在保持一
贯高品质铸造优势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叠加运用点阵镭
射、点阵金钱纹和闪砂镭射三
种技术，呈现出丰富而梦幻的
炫彩效果，同时应用香味油
墨，实现从视觉到嗅觉的多维
度产品体验，更具互动性。”

据了解，《中国建设银行
猪年压岁金》于2018年11月14
日-16日启动首发9折限时活
动，一年仅有一次的优惠机
会，广大客户可前往全国各建
行网点咨询！

(记者 张頔)

近日，光大银行召开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传
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服务民营企业和民营经
济的重大决策部署，并研究
提出贯彻落实意见。

“光大银行一定要认真
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毫不
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光大集团、光大银行董事长
李晓鹏在会上强调，支持民
营经济要做到四个“一视同
仁”，即信贷政策上一视同
仁，不提高准入门槛；服务效
率上一视同仁，不优柔寡断；
激励约束上一视同仁，不厚
此薄彼；产品创新上一视同
仁，不左顾右盼。

截至9月末，光大银行民
营企业贷款余额3863亿元，
比年初增长495亿元，占全部
贷款增量的39%，贷款增速
13%，高于全行平均贷款增
速。客户数较年初增长11%，
占对公客户数的66%，占比
高出年初3个百分点。

五个“能力提升”带动服
务大升级。一是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创新担保抵押方式，
打造差异化产品服务体系，
为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提供
投行等业务服务，满足多元
化金融需求；二是提升精打
细算能力，加强统筹协调，打

响“铁算盘”，加快完善统一
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机
制；三是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
手段，加快风控模型建设，向
风控要质量、要效益；四是提
升资源保障能力，通过单列
专项信贷额度，加强预算费
用支持，配置专项绩效等政
策，发挥指挥棒作用；五是提
升考核管理能力，研究制定
专项绩效考核制度以及差异
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增强凝
聚力、执行力，让员工干得更
有甜头、更有奔头。

六个“落实到位”书写发
展大格局。一是专营机构建
设落实到位；二是信贷工厂
推广落实到位；三是产品服
务创新落实到位，围绕产业
链业务场景，进一步挖掘交
易数据内涵价值，以信息科
技为支撑，持续打造供应链
融资竞争优势；四是企业减
免收费落实到位，严格执行

“七不准”、“四公开”，落实监
管有关收费政策，继续主动
免除资信证明费、银行承兑
汇票敞口风险管理费等全部
涉及小微企业的各项收费；
五是资源配置保障落实到
位；六是内部考核激励落实
到位。

(记者 赵婉莹)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

《《猪猪年年压压岁岁金金》》上上市市啦啦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四四个个““一一视视同同仁仁””

助助力力民民营营经经济济更更加加美美好好的的明明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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