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行速度”感动原油进口企业

东东营营工工行行携携手手企企业业共共度度““外外贸贸寒寒冬冬””

随着国内原油进口资格的放
开，今年以来，山东省有7家地方
性炼油厂先后获得进口原油使用资
质、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及配
额。工商银行东营分行以此为契
机，创新金融产品，及时服务地炼
企业，促进了外贸进口的快速发
展，让相关企业对工商银行的服务
能力和态度都赞不绝口。

利华益集团是东营乃至全省知
名的大型企业集团，旗下的山东利
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
保留的地方石化企业，也是省内首

批国内原油进口资格的企业。今年
以来，在企业升级改造的情况下，
利华益集团珍惜来之不易的原油进
口资格，9月份进口原油10万吨，
全年预计进口40万吨。

谈到和工商银行的合作，利华
益集团副总经理赵宝民表示，工商
银行山东省分行是对利华益集团支
持力度最大的银行，多年来企业发
展，生产转型升级都离不开工行的
大力支持。就拿本次原油进口来
说，工商银行东营分行为企业及时
办理了信用证，帮助企业在较短的

时间内就完成了原油进口的准备工
作。同时，还积极协调工商银行海
外分行力量，做到内外联动，更是
为企业提供了量身定做的清算、融
资、套保等系列解决方案。

赵宝民副总经理提到的“信用
证”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最常用
的支付方式之一。这里是指工商银
行依照利华益集团要求，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凭规定单据，由工商
银行向原油出口方进行付款的书面
文件。信用证的开具一方面以银行
信用代替商业信用，有效地获得对
方的信任；另一方，信用证有一定
的有效期，并非直接付款，缓解了
企业资金占用压力，也降低了企业
资金成本。

据了解，双方的信赖源于多年
来的密切合作，2008年全球经济陷
入危机，当时利华益集团的重要进
口货品燃料油价格起伏不定，根据

工商银行的建议，利华益集团和工
行在信用证结算的基础上,根据人
民币升值预期,通过NDF(无本金交
割远期)锁定财务成本、规避汇率
风险 ,为企业节省资金达上千万
元。

在另一家地方性炼油厂亚通石
化采访时，财务总监齐玉龙对记者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工商银行
的办事速度和服务效率，那在银行
业可是首屈一指。亚通石化成立于
2002年，在工商银行的密切合作之
下，多年来产品加工能力不断升
级，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也于今
年得到了原油进口资格。

齐玉龙介绍，和工商银行进行
合作，最大的感触就是能力强，
“工行速度”名不虚传。今年亚通
石化预计进口原油66万吨，在首批
10万吨原油的进口过程中，工商银
行东营分行采用了特事特办的方

法，支持符合政策的有实力企业。
亚通石化本次的原油进口，从申请
银行授信到4500万美元信用证开
立，总共才用了4天时间。当满载
原油的油轮驶进东营港时，其他的
银行连给企业授信都没有批复下
来。

工商银行东营分行国际部负责
人薛志国介绍，在得知山东部门地
炼企业获得国内原油进口资格以
后，工行东营分行第一时间与企业
主动对接，了解企业进口原油的融
资需求及结算模式，从企业需求出
发，依托工商银行专业的专家团
队，制定完善的金融保障方案。同
时建立了省市两级行有效的审批沟
通机制，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
办，在最短时间办理好各项业务，
为企业原油进口打好基础，同时也
让合作企业对“工行速度”竖起了
大拇指。（财金记者 程立龙）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形势复杂严峻，前10个月全省外贸进出
口同比出现“双降”。为此，省内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作为国际业务领军银行之
一，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立足山东经
济发展实际情况,在稳定外贸增长、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方面作
出了突出贡献。

11月26日，华夏银行滨州分行隆重
开业，为滨州金融注入了新活力。作为
第四家入驻滨州的全国股份制银行，其
到来必将成为推动滨州经济发展的又一
强劲助力。

据华夏银行滨州分行李兆亮行长介
绍，滨州分行将秉承华夏银行特有的企
业文化和发展战略，针对不同客户群体
灵活提供各类服务。一是为政府类客户
提供期限长、金额大的项目贷款以满足
城市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投入需求。二
是为地方骨干企业提供直接与间接融资
渠道的多产品多元化金融服务。三是为
小微型企业和个人提供特色产品，如年
审制贷款、网络贷、个人经营贷等。既
支持滨州当地企业发展，又为城乡居民
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财金记者 王小平)

农行济南市中支行为更好的方便老
年客户办理银行业务，对今年新增社保
养老金代发客户全部换成IC借记卡，在
向老年客户宣传金融IC卡知识的同时，
让他们轻松享受电子银行交易渠道的方
便快捷，深受老年客户的欢迎（下
图）。 (杨金光)

今年以来，农行枣庄分行紧贴市场
需求，以客户拓展为重点，积极推广“E
商管家”等金融服务平台，支持企业改进
经营管理，不断做强做大。目前，该行拓
展电商服务平台客户13家，其中“E商管
家”核心有效商户9户、上下游经销商有
效商户46户，B2C商户4户。

为做好客户筛选和培育工作，该行
积极开展市场调研，关注区域经济发展，
了解行业客户需求特点。针对企业对电
子商务了解程度不同的现状，该行在营
销与后续服务中，采取一户一策的营销
服务策略：对电商了解不足的企业，该行
通过与企业座谈、集中宣讲、邮件沟通、
上门演示等方式，帮助企业了解线上经
营的发展趋势，介绍电子商务产品的优
点；对电子商务已有充分了解、对产品的
功能有着更高需求的企业，该行根据企
业结算周期、金额等特点，一对一制定服
务方案，为企业实现“电商”转型提供金
融支持。 (戚芬芬 李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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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民消费能力的逐步提高，出境旅
游度假，领略异国风情，成为出行的热点。除
旅行社争相推出境外精品旅游优惠路线外，
各家银行推出的境外旅行信用卡刷卡优惠也
是层出不穷。如果能充分利用好手中的信用
卡，就能畅享境外舒心之旅。”

世界这么大，

邮储银行带您玩转全球

近年来，中国出境游热潮正不断席卷全
球，2014年中国境外游人数首次超过1亿。其
中，年轻一族、思想独立、精通科技以及资金
充裕的游客成为增长人群的主力军。庞大的
出境游人群正刺激着境外消费的增长。

家住济南的王先生，成功申办到了邮储
银行全币种信用卡，成为济南首批邮储银行
全币种信用卡客户。邮储银行全币种信用卡
是邮储银行特别推出的第一款带有银联、
MasterCard标识的双标卡，持卡客户可在境
内外享受银联、万事达和邮储银行三方网络，
为有出境旅游、留学等消费需求的客户提供
了极大便利和优惠。

据了解，邮储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支持
人民币自动购汇，每笔全球交易都将自动转
换成人民币入账，只需轻松归还人民币欠款
即可，免除四处奔波换汇的麻烦。同时，在全
球超过21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万家万事达
商户可使用，还能享受境外持卡人紧急救援、
ATM网上定位等服务。

此外，境外购物还可尊享退税到家服务，
万事达卡联合7大退税集团，涵盖欧亚地区50
个国家，超过42万商户，独家提供手续费全
免、专人上门收送单据等尊荣服务，收到有效
单据后三天内退税至持卡人万事达卡，再享
1%退税奖励回馈。

双重特惠礼遇，

体验无价城市之旅

随着个人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信用

卡高端持卡人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和健
康。在旅游休闲方面，他们一方面为了让自己
的身心在旅行中恢复到最佳状态，另一方面
也开始寻求一种在旅行中无法用金钱购买的
经历和感受。

邮储双品牌全币种卡，可以给持卡人带
来这样的用卡体验。自从办理了这张卡，洪先
生便享有邮储银行信用卡消费分期、预借现
金等权益，此外，还可享受万事达卡全球无价
城市专属礼遇，让洪先生在旅途中能够收获
一份舒心和安逸。“出国可以什么卡都不带，
但一定要带上邮储双品牌全币种卡。”王先生
笑称。

据了解，“无价之都”是万事达卡在世界
范围内推出的营销活动，其灵感来源于万事
达卡的主力目标群体——— 旅行者。该活动使
得万事达卡高端持卡人无论在居住还是旅行
的都市中，都可以享受到专属的礼遇、优惠及
前所未有的独特体验。

目前，持邮储双品牌全币种卡，可在纽
约、悉尼、伦敦、巴黎、香港、北京等城市，专享
五星级酒店自助餐“两人同行，一人免单”、预
订喜达屋旗下酒店或度假村两晚以上，尊享8
折优惠等万事达卡礼遇，还可尊享欧美Outlet
优惠及全球紧急专线等服务。

“悦享全球”之邮储双品牌全币种

信用卡专属特色及福利

六大特色：
◆出行很安心：银联&万事达双网络，境内外
便利切换
◆消费很省心：境外消费人民币自动购汇还
款，免收货币转换手续费
◆海淘很放心：支持海外网站购物支付，部分
网站5%返现
◆支付很贴心：支持支付宝钱包和微信钱包
便利支付
◆服务很舒心：尊享银联&万事达双重全球特

惠商户礼遇
◆年费很暖心：首年免年费，消费满12笔再免
次年年费
给力优惠：

一重积分送：凡在2015年12月31日前成
功申请双标全币种卡的新客户，在批核3个月
内万事达网络线下消费及海淘，积分按3倍计
算，每个账户每月最高奖励10万积分，附属卡
产生的积分归并到主卡账户内。

二重返现拿：即日起至2016年2月29日，
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使用全币种信用卡在万
事达网络刷卡消费，以及万事达海淘消费，单
笔消费满人民币600元即返现5%，最高返1000
元。圣诞、新年及春节假期期间在5%返现基础
上额外还有3%返现，最高返500元。详询邮储
官网www.psbc.com

单笔消费满人民币600元即返现5%，最高返1000元

邮储全币种信用卡旅游消费一卡掌控

11月25日，中信银行在北京推出交易银
行品牌———“交易+”，这是国内商业银行首家
推出的交易银行专属品牌，标志着交易银行
业务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介绍，中信银行“交易+”品牌以增强企
业交易能力、延伸经营链条、整合商业资源、
互联商业生态为品牌理念，依托中信集团“金
融+实业”的独有资源，立足企业交易行为和
整体交易链条，提供“全流程、多渠道、一站
式、智能化”的交易银行服务。“交易+”品牌旗
下涵盖了“e收付、e财资、e贸融、e电商、e托管、
e渠道”六大子品牌和十六个特色产品，构筑
了完整的品牌体系和产品体系。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信银行就开始了
交易银行业务的探索，在国内同业中最早提
出完整明确的交易银行业务概念。自2012年
发布了《中信交易银行产品手册》以来，中
信银行在现金管理、贸易金融、国际业务等

交易银行细分领域取得了同业领先地位，客
户不乏行业翘楚和市场龙头。中信银行的集
团现金管理、票据库、电子票据、跨境人民
币、B2B电子商务服务、货币市场基金托管
等业务均开创了业界先河。中信银行交易银
行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集近30年
公司银行领域的专业服务经验，依托中信集
团全牌照金融平台和跨领域混业经营优势，
以企业需求为源动力推出了“交易+，不止
于金融”这一全新的交易银行品牌，是顺应
大势、加快对公业务领域互联网金融布局的
一项重要举措。

发布会上，中信银行行长李庆萍表示，
“互联网+”已经被列入国家战略行动计划，不
仅商业银行，企业的交易模式和交易行为也
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交易需求不再限于
银行、不再限于金融。只有抓住客户需求的

“惑”和“痛”，才能真正打动客户，赢得市场。

今年年初，中信银行制定了2015—2017年战
略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最佳综合融资服务
银行”的发展愿景，其核心是依托中信集团优
势，构建综合化服务平台，全方位满足海内外
客户综合金融服务需求。李庆萍表示，交易银
行的推出是对中信银行“最佳综合融资服务
银行”战略的落地，体现了回归客户需求的本
源，不仅满足客户的日常交易活动所需，更
是借助中信集团综合服务平台，以撮合交易
的方式帮助企业实现交易活动的延伸，满足
客户交易过程中的渠道搭建、平台升级甚至
资源整合等各种需求。

中信银行表示，未来将沿着交易化和线
上化方向，全力构建并打造“不止于金融”
的交易银行体系。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为
客户提供涵盖交易全流程的整体解决方案，
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银行业务发展
路径。

中信银行“触网”又一力作
首推交易银行品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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