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9月11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张璐

美编：牛长婧 组版：继红

A19-A20

本报记者 张頔

近日银监会、农业部联合发布
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调
整信贷结构，确保涉农信贷投放持
续增长。央行也于4月、6月向“三农”、
小微企业领域两次定向降准，向市
场注入了上千亿元流动性。不过省
内一家商业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受
访时抱怨称，银行肯定要响应政策

要求，但中小微、涉农企业信贷风险
确实存在，“既要倾斜三农、中小微，
又要考核不良贷款率，这让银行两
难”。

冯天广在鲁西的一个县城里
经营着一家农资销售公司，他虽
然不怎么了解定向降准具体指什
么，但他8月底去银行申请贷款
时，顺利获得了30万元的额度。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不太愿

意办理涉农贷款的原因是：农村
贷款抵押物不足，存在质押风险；
而且农业抵御风险能力差，出现
不良贷款的可能性相对较高。“我
以前做过农牧养殖业，就很难在
银行办下贷款。”从事农资销售之
后，冯天广每年也都能申请到几
十万元的贷款。“这次办贷款是想
把库房扩建一下，本来觉得能贷
到20万就不错，没想到一下子争

取到了30万。”
“政策要求我们对涉农企业

有所支持，这点我们肯定要响应。
但在具体操作上，也不能谁来申
请都给办理贷款。”省内一家商业
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刘先生介
绍，在提高企业贷款数额的同时，
缩短贷款期限，是银行为控制不
良贷款率的一种举措。

“扶持小微、涉农并不只是资

金的问题，还要在风险控制上承
受更大的压力。”刘先生说，政府
鼓励信贷向小微、涉农企业倾斜，
但他们的信贷风险是确实存在的。
现在要求两个不低于（在新增信贷
中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份额，确保全
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
贷款平均水平、增量不低于上年同
期水平），但同时又要考核不良贷
款率，确实让银行有些两难。

为进一步打造鲁商文化品牌，服务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日前，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等50家部门、单位共同发起了“厚
道鲁商”倡树行动，全省461家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向广大企
业发出以下倡议：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自觉防范和杜绝偷逃税费、
制假售假、合同违约、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恪守职业道德，文明经
营，礼貌待客，不制假售假，不进行虚假宣传。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遵守商业规则，友好合作，公平竞争，以优
取胜，以信取胜；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

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提高企
业本质安全和职业健康水平，努力维护职工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

植根齐鲁文化沃土，汲取齐鲁文化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企业
实践中的时代精神，把齐鲁商帮“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大道至
简、持中致和”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打造具有鲜明山东特色的新
鲁商文化品牌。

山东省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014年9月5日

“厚道鲁商”倡树行动倡议书（节选）

本报记者 马绍栋

“现在小微企业太难做，每天一
睁眼，招工难、融资难、订单难、税费
高……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在省内
采访时，不止一位中小企业主向记者
如是抱怨，正因为自己是小微企业，
在市场博弈中基本处于弱势地位，不
但要看客户的脸色，连法律、财会、人
力资源等中介机构都不把自己的企
业“放在眼里”。

的确，小微企业这些天然缺陷的
存在，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无法解
决的。比如融资，政府再怎么号召、鼓
励，作为一种企业行为，银行不愿花
太多精力在小微企业上，即便放贷
款，利率也要上浮40%、50%。中介机
构更是如此，实力强、规模大的公司
大家纷纷争抢，而被视为“劣质客户”
的小微企业最容易被忽略。

然而，众所周知小微企业是经济
活力的源泉，也是未来经济的后备
军，只有一茬茬中小企业能成长起
来，才有国家经济的强大，像一个家
庭一样，扶助弱小是家长的责任。鉴
于上述市场调节的不足，作为提供公
共服务的政府自然应当及时补位。

“我们这个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在国内首个运用云计算技术，依托
全市电子政务共享平台，整合共享平
台的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数据资
源，根据平台实时运行需求进行资源
配置，满足全市15 . 8万家中小微企
业巨大需求。”青岛市中小企业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云服务平台设
置了12个子服务平台，可为中小企业

提供包括融资、培训、法律、检测等在
内12大类服务，凡是青岛地区的中小
微企业均可以注册享受，为了防止无
效信息、虚假信息的出现，企业在市
中小企业云服务平台上发布每一条
供需信息，都首先由平台管理人员进
行核实，并通过专线上传至平台上。

记者了解到，在云计算从概念走
向落地的当下，其整合汇集海量资源
的优势正可破解小微企业量大面广、
难以普惠扶持的困局。与建实体的窗
口服务中心相比，云服务平台突破了
时间空间限制，可通过在线咨询、双
向评价等互联网主流模式，企业可以
给服务商进行打分，反之，服务商也
可以根据付款是否及时、需求是否真
实等给企业打分，从而规范整个商贸
市场秩序，服务更精确。

当然，同样炙手可热的大数据技
术也可以在云平台上发挥作用，在汇
集了海量小微企业以及中介机构服
务资源后，通过后台强大的数据挖掘
和信息推送技术，可以高效、精准地
匹配供需资源，让定制的服务和信息
更加精准地到达小微企业。截至目
前，青岛云服务平台已发布信息1 . 5
万条，发展了145家合作服务商，发布
云服务产品近1000件，实现服务对接
1 . 37万余次。

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兆春表示，
经过三年多努力，我省基本完成了全
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架构体系
建设，截至目前，共建立各类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1638个，初步形成了
以省平台为中枢，市、县综合窗口平
台为主导，产业集群专业窗口平台为
节点，各类社会化公共服务平台为基
础的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
络体系。下一步云计算平台要实现供
需对接更顺畅、虚拟在线服务与实体
服务更协同，让中小企业找得着、用
得起、可依靠、有保证。

扶扶持持中中小小微微
公公共共平平台台应应有有大大作作为为

实验室开放日活动计划表

金融政策倾斜“三农”、中小微，不良率考核却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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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10日讯（记者 韩适
南） 9日，省质监局宣布，在全国“质
量月”期间，从9月12日至29日，将面向
社会公众开放一批与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的检验检测实验室，以便社会各界
对产品质量、物品鉴别等方面有直观
和理性认识。

参加开放活动的有省电子信息产
品检验院、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省兽药
质量检验所、济南市产品质量检验院、
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省纤维检
验局、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共11个单

位的相关实验室。
不同实验室的开放日活动也各有

特色。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除邀请
市民外，还将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参观药品检验实验室，解答大家关
心的药品质量相关问题。省兽药质量
检验所将邀请兽药生产、经营企业负
责人、质监、技术负责人、畜牧养殖业
人员50人，听取服务对象对实验室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省质监局提醒广大市民，因检验
检测实验室场地所限，开放活动采取
电话提前预约方式，额满为止。（具体
各检测检验实验室开放时间、参观内容
等详见下表。）

我我省省1111个个实实验验室室向向公公众众开开放放
如何鉴别物品质量有了权威课堂

单位名称 开放时间 活动内容 联系电话

山东省电子信息产品
检验院

9月12日
下午3:00-5:00
9月17日
下午3:00-5:00

实验室参观、实验室介绍

吕少娜
黄春莉
86462419
86993302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

9月29日
下午2:00-5:00

开放建材、环境、节能实验室
任胜楠
85595163

山东省兽药质量检验
所

9月17日
上午9:00-12:00

介绍实验室建设成果、主要工
作、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听取服
务对象对实验室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

杨林
87198015
87198915

济南市产品质量检验
院

9月12日
上午9:00-12:00

参观实验室，解答消费者咨询问
题

王磊
87169687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
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

9月25日
上午9:00-12:00

参观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流程
万春燕
83179267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
研究院

9月19日

介绍省食品药品检验院概况及
工作职责，参观药品检验实验
室，交流解答大家关心的药品质
量相关问题

何慧
81216533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9月23日
上午9:00-11:00
下午2:00-4:00

（上午）实验室的质量方针和管
理体系、工作流程、检验检测能
力以及理化检测人员、仪器设备
等基础情况介绍。（下午）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的技术交流

刘中华
82679589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

9月19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0—4:30

实验室开放（度量衡博物馆，电
器安全、工程与机械计量、流量
计量、衡器计量、化学计量实验
室，以及眼镜、珠宝玉石、血压计
检测实验室）

庄老师

81695382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

9月19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0—4:30

食品包装检测楼实验室和新建
成的10米法电波暗室，安排工作
人员现场对市民提出的相关问
题进行答疑与咨询

邵峰
89701897

山东省纤维检验局
9月19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0—4:30

参观纺织品服装检验过程，介绍
常见纺织纤维的鉴别方法、纺织
品服装的安全性以及如何正确
选购纺织品服装。参观红木标
本，介绍红木的分类及品质特
征、常见红木材质的鉴别方法，
正确认识红木产品。

孙开秀、
柳永杰
87932969
87940144

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
研究院

9月19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30—4:30

特种设备安全知识介绍；特种设
备事故警示展示；金属材料检测
介绍；燃料化验介绍；劳动防护
用品检测介绍。

刘思阳
819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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