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抢眼·关注 2014年10月16日 星期四 编辑：李怀磊 组版：郑文 今 日 聊 城>>>>

自去年山东省发布“金改22条”，聊城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积极应对，围绕促进地方金融发
展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将国家相关政策与地方金融发展巧妙结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让“金改”
在聊城结下累累硕果。

““金金改改””这这一一年年，，聊聊城城硕硕果果累累累累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即“金改2 2条”)中指
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2017
年年底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到
20%以上。加强与沪、深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境外交
易所深度合作，发展上市‘路
演’中心，促进更多企业上市
和上市公司再融资。”

今年8月1日，位于高唐的
天泰集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作为山东省第一
家境外上市企业，天泰上市后
短短二十几天的时间内总市
值达到 4亿元。据介绍，天泰
集团境外上市可以直接快速

进入资本市场并吸引资金，
增强企业的持续融资能力，
提高集团的并购活动能力，
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形象，完
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
企业制度。

天泰集团成功上市后，让
天泰润滑油、医药级亚硫酸氢
铵、食品级亚硫酸铵相继迎来
数千万大单，客户包括三一重
工、中联重科、新华制药等大
型上市公司，同时，公司进一
步拓宽融资渠道，在融资融券
上实现新突破，其中包括海外
股权质押融资、海外债权融
资、相关行业并购等，不断拓
宽直接融资渠道，为项目发展
提供源源不竭的资金支持。

全省首家企业境外上市

聊城市金融办、市工商局、
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聊
城银监分局、聊城仲裁委办公
室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聊城
市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
押融资指导意见》。

这是聊城市首次出台指导
意见引导企业进行股权质押融
资，明确了企业进行股权质押
的流程，相关部门办理股权质
押业务的职责分工，对整个股
权质押登记流程进行程序化、
规范化处理，为企业进行股权
质押提供了有力依据。

这一意见出台后，还解开
了挂牌企业的一个融资死结。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般在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工
商部门因不掌握股权变动情
况，所以不涉及企业抵押登记

业务，而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进行抵押登记的银行又不承
认，因此对挂牌企业直接融资
就形成了一个“死结”。

随着意见出台，九鼎铁塔
和通亚交通在“死结”解开后随
即办理股权质押业务，两家公
司的五位股东共同质押1 . 6亿
股，成功运用股权质押实现融
资2亿元。不仅如此，6月11日临
清市有四家企业在齐鲁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挂牌。截至目前，临
清市已经有15家企业在山东齐
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挂
牌企业数量全省第一。

据聊城市金融办统计，截
至今年8月，聊城市上半年新增
7家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
业，总数达到了39家，居全省第
三位，被业内称为“聊城现象”。

挂牌企业融资死结得解

成立于2009年4月的东昌
府区天元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是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批准设立的聊城市首家小额贷
款公司。作为我省第一家在齐
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上市的小
贷公司，山东省金融办批复天
元小贷跨区域经营，对小贷公
司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天
元小贷实现快速发展，目前正
在冲刺“新三板”。

在2008年银监会的小贷试
点文件中，小贷公司必须在“本
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

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成为
小贷跨区域经营的阻力。但这
并不是最棘手的问题，为支持
各地小贷发展，山东省金融办
批复天元小贷可以跨区域经
营，打破行政管理壁垒，给天元
小贷松绑解困。

据介绍，天元小贷之所
以能够实现跨区域经营，和
省、市金融办解放思想打破
了以往的行政管理模式和限
制，并对优质的小贷公司允
许跨区域经营，推动公司登
陆新三板。

一小贷公司经营实现新突破

眼下，以公司制为基本架
构的聊城市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正在加紧筹建，该中心依托昌
润集团现有创投、小额贷款、典
当、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的业务
优势，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一
体的“三会一层”现代企业制
度。

据介绍，正在建设的聊城
综合产权交易市场，涉及多个
板块，其中农村产权交易板块
以承担全市农村土地流转交易
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主，主
要交易项目是受理以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体林权流
转、水产养殖、动物活体、涉农
企业股权、实物资产以及涉农
知识产权等交易品种。当运作
成熟后，逐步开展旧机动车及
农用机械交易、二手房产买卖、
资金借贷登记以及贵金属交易
等业务，逐步将交易中心发展
成辐射冀鲁豫周边地区、以农

业生产要素交易为主、多种交
易品种并存的综合性产权交易
中心。在服务范围方面，综合产
权交易中心对农村产权资产评
估、农村产权抵(质)押贷款签
证服务、农产品信息发布、农村
劳动力信息发布等内容。

在业务层级架构上，各乡
(镇、街道)依托经营站建立农
村土地流转服务所，各行政村
依托村两委建立土地流转服务
站，在全市基本建立起市、县、
乡、村四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为全市农村产权交易进行服
务。县、乡、村机构与交易中心
建立工作关系，业务方面接受
交易中心的指导与监督作为交
易中心的基层办事机构，建立
共享的土地信息管理平台，促
进交易中心在基层开展业务。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促进农村
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环节，建
立全市统一的土地流转交易平
台十分必要。

“全要素交易市场”呼之欲出

去年底，山东西部经济隆起带(聊城)金融发展研讨会暨金企对接会在聊城举行。 本报记者 张超 摄

相信聊城不少人都记得这两个日子：2013年12月29日，三家外地银行聊城分行正式
开业；2014年5月28日，聊城四企业新三板集体挂牌。来自聊城市工商局的一项数据也见
证了聊城金融业上半年的发展：新登记金融机构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近期，北京银行、
兴业银行两家外地银行也正式进军水城，北京银行正在装修预计月底可开业。聊城出台
支持金融业发展的多项政策，正让这个城市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一块新洼地。

聊聊城城成成为为金金融融业业发发展展的的新新洼洼地地

深度影响

2013年12月29日，招商银行
聊城分行、莱商银行聊城分行、
潍坊银行聊城分行同时开业，
三家外地银行正式进军水城金
融市场。

来自聊城市工商局的一项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登记
金融业市场主体(含分支机构)
114户，为去年同期新登记数量
的近5倍，占新登记市场主体总
数的0 . 5%，比去年同期高出0 . 3

个百分点，新登记的金融业市
场主体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分 支 机 构 为 主 ，占
60 . 4%。截至2014年6月底，我市
共有金融业市场主体(含分支机
构)1066户，同比增长12 . 8%，说
明我市在推进金融改革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市场主体
提供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聊设
立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业发
展银行(聊城市分行)、工商银行
聊城分行、农业银行聊城分行、
中国银行聊城分行、建设银行
聊城分行、交通银行聊城分行、

邮政储蓄银行聊城分行、八家
农联社(农商行)、华夏银行聊城
分行、招商银行聊城分行、浦发
银行聊城分行、恒丰银行聊城
分行、齐鲁银行聊城分行、潍坊
银行聊城分行、莱商银行聊城
分行、聊城沪农商村镇银行、临
清沪农商村镇银行、阳谷沪农
商村镇银行、茌平沪农商村镇
银行四家村镇银行等，今年北
京银行、兴业银行也正式进军
水城，北京银行正在装修近期
即将开业。

同一天，城区三家外地银行开业

5月28日，山东聊城市所属
山东昌润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五岳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广源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创新腐植酸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4家企业同时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集
中挂牌，打开了聊城市企业通
向资本市场的新通道。

此次，聊城市一举实现4家
企业同时在“新三板”挂牌，在
全省乃至全国并不多见。业内
人士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市企
业在“新三板”市场上实现大步

跨越，对于推动企业进入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激发产业发展
活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
重要意义。

在集中挂牌的当天，山东
创新腐殖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吸引来了有实力的投资者，
北京一著名投资人即以34倍市
盈率购入150万股。挂牌企业除
了直接融资之外，银行授信也
随之增加，工商银行、华夏银行
等11家银行为4家挂牌企业新增
授信7 . 98亿元。

在集中挂牌当日的仪式

上，聊城市政府秘书长马骏宣
读《聊城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给
予新三板挂牌企业法定代表人
和主办券商项目负责人奖励的
决定》，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
的4家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办
券商项目负责人各奖励“真金
白银”60万元，共计480万元。这
是自去年12月聊城颁布“重奖
上市、挂牌企业法人代表和券
商项目负责人政策”后，首次兑
现奖励，为山东省奖励券商项
目负责人开了先河。

同一天，四企业新三板集体挂牌

去年，山东省出台“山东
金改 2 2条”等系列政策后，聊
城市“量身定制”颁布了多项
金融招商和支持企业上市、挂
牌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主要包
括 :拟上市和拟股权挂牌企业
在上市、股权挂牌前进行规范
时补缴的税金 ,按现行财政体
制市县两级地方留成部分 ,当
年作为政府扶持资金或项目
补助全额奖励给该企业。

奖励直接融资企业法定
代表人和中介机构项目负责
人。对于在上海、深圳证券交
易所首发上市的聊城市企业 ,

由市政府给予企业法定代表

人和保荐机构项目负责人各
3 0 0万元奖励。对于在境外证
券交易所首发上市成功的聊
城市企业 ,由市政府一次性给
予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保荐机
构项目负责人各 3 0 0 万元奖
励。对于在“新三板”挂牌的聊
城市企业 ,由市政府给予企业
法定代表人和主办券商项目
负责人各60万元奖励。对于在
境内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挂
牌成功的聊城市企业 ,由市政
府一次性给予企业法定代表
人3 0万元奖励 ,给予推荐机构
项目负责人1万元奖励。

鼓励发展直接融资相关

服务机构。对于在聊城市新设
立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期货公
司营业部 ,市政府给予营业部
负责人20万元奖励。对于在聊
城市新设立的种子基金、风险
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并
购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以及各
类资产管理公司等 ,市政府按
实缴资本的1%给予企业法定
代表人奖励 ,最高奖励 2 0 0万
元。

不少业内人士感叹，聊城
当前支持金融业发展的各项
政策，对券商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聊城正逐渐成为金融业发
展的一块新洼地。

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券商

本报记者 张跃峰 谢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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