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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中国·德州京津冀
鲁资本技术交易大会即将开
幕，今年首次将中国·德州第
七届资本交易大会和第二届
京津冀鲁技术交易大会两大
品牌盛会合二为一。请问，前
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进展
情况如何？

王玮：可以说目前已经基
本准备就绪。德州市委市政府
对本届大会高度重视，成立了
大会组委会，主要领导多次调
度。我们金融办也已将它列为
贯穿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先
后多次召开内部调度会、现场
协调会。

目前，大会的议程安排、
场馆布置及会议宣传、安保、
环境治理等各方面筹备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初步
确定参会机构、企业1000余家，
参会人数约1200人。

2、记者：是否会有一批德
州市重点科技、金融合作项目
在大会上进行推介和签约？

王玮：面向各参会机构，
大会已经编制了《德州市重点
项目推介册》，其中重点融资
项目247个，总投资1214亿元。
通过广泛深入的会前对接，届
时将有42个重点金融、科技合
作项目在开幕式上集中签约。

大会期间，还将签署一批合同
和协议，为大会之后企业与投
资机构深度合作奠定基础。

3、记者：本届大会的主题
是什么？围绕这个主题，今年
的会议有哪些具体安排和亮
点活动？

王玮：本届大会的名称是
“中国·德州京津冀鲁资本技
术交易大会”，首次将中国·德
州第七届资本交易大会和第
二届京津冀鲁技术交易大会
两大品牌盛会合二为一，由山
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金融
工作办公室、德州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大会将围绕协同发
展示范区建设和科技金融“双
引擎”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立
足企业主体需求和专业精准
对接，突出政府搭台、企业主
体、双向对接、创新服务。

会议主要活动包括大会
开幕式、主旨论坛、重点企业
融资路演推介、科技成果拍卖
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路
演推介会、企业股权融资债券
发行路演专场、京津冀技术转
移协同创新联盟年会、银企项
目融资路演对接会等。

和往届相比，今年的大会
更加贴近德州实际，比如针对三
航企业将进行专场推介，结合

德州产业将举行9个分场的科
技成果转化路演等。在新旧动
能转换与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
的大背景下，将充分发挥科技金
融“双引擎”的作用，拓宽企业融
资渠道，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
动德州又快又好发展。

4、记者：资本交易大会已
经成为德州市一年一度的盛
会，成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示范区的“新名片”。请您谈
谈，大会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产生了怎样的发展意义？

王玮：资本交易大会已成
功举办了六届，从第四届开
始，大会成功晋级“国字号”。
在聚集国内外资本、金融业态
推陈出新、资本和产业融合发
展等方面成效显著，成功探索
区域经济通过金融创新集聚
发展资金的有效路径，被列入
山东省“十三五”发展规划。

借助大会的平台和品牌，
越来越多的引导产业基金、私

募基金、创投基金、风投机构、
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
理公司、期货公司前来谋求合
作、开展业务，各类投融资机
构密集造访德州企业，大会对
类金融业态的吸引力越来越
强。

通过七年来的不断完善
和提升，大会实现了融资多品
种、多渠道、多元化，对接洽谈
的多样化、高层次、实效性。前
六届资本交易大会合同融资
200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近
千亿元。

通过资本交易大会这一
桥梁纽带，已有570家国内外投
资机构与德州建立了稳定合
作关系，200多家机构来德开展
业务，100多家金融和类金融企
业在德设立了分支机构，中
国·德州资本交易大会已成为
国内知名的区域投融资交易
平台。

本报记者 李榕

这这场场资资本本与与科科技技的的盛盛宴宴
将将推推出出哪哪些些““大大餐餐””？？
——— 专访德州市金融办主任王玮

7月27日，“中国·德州京津冀鲁资本技术交易大会”即将开
幕，目前会议主要活动已确定，各项工作已进入倒计时。

那么，在德州全速融入京津冀，打造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关
键时期，这场资本与科技的饕餮盛宴将推出哪些“大餐”？又将
呈现怎样的亮点？近日，德州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王玮就大
会有关情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德州市金融办主任王玮。

突突出出““三三种种能能力力””，，扎扎实实推推进进““增增提提创创””主主题题年年活活动动
——— 中国银行德州分行开展“增提创”主题年活动侧记

2017年3月份以来，德州中行积极落实德州市银监分局工作部署，在全辖范围内开展了“增、提、创”主题年活动，以“进企业业、走项
目、访创业园区”为抓手，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业务创新能力和多方联动能力，取得了资金端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改革的新实效。活动
开展两个月以来，全辖累计走访企业50户，项目8个，园区5个，新增贷款3 . 75亿元，活动成效初步显现。

突出服务能力，为实体

经济保驾护航

今年，德州中行紧跟市
银监分局指导方向，在总结
去年进走访活动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新形势和新情况，成
立以尹卫东行长为组长的活
动小组，制定了《中国银行德
州分行推进“增提创”活动实
施方案》，明确活动目的，部
署活动内容，细化活动安排，
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德州市重点项目、创
业园区、三航企业作为推进

“增提创”活动的重点领域。
“只有在增提创活动中更有
担当，在服务区域实体经济
中展现作为，我们才能始终
把握发展的节奏，才能更好
地践行德州中行的责任与使
命。”分行尹卫东行长在分行
增提创活动推进座谈会上
说。分行行领导一身作则，参
加县域增提创活动启动会，
带头进企业，现场为企业问
诊把脉，现场调查了解运营
情况，根据企业真实融资需
求制定可行融资方案。为推
进增提创活动内部穿透力，

分行建立“四个一”和“三个
共赢”通报制度，要求各支行

“一把手”每周至少走访一家
企业。今年前5个月，该行累
计 投 放 大 中 型 客 户 授 信
22 . 93亿元，先后完成了华
鲁恒升、华能热电、武城丹
顶鹤等企业长期项目贷款
投放 1 . 5 6亿元；截至 5月
末，该行已为6 9家“三航”
企业提供授信支持，为35家

“远航、护航”企业开展结算
相关服务，与12家企业达成
授信合作意向。

突出创新能力，中行服

务与增提创活动实现紧密

结合

德州分行将创新作为提
升推进增提创活动实效的

“新引擎”。针对增提创活动
中企业普遍反映的抵质押不
足的问题，分行以供应链融
资、结信通宝等特色授信产
品为抓手，以核心企业上下
游小微企业为重点，专门设
计开发了供应链授信产品，
主要通过应收账款质押、核
心企业担保、商票质押、回购
承诺等方式为上下游客户融

资，进一步拓宽小微企业融
资渠道，缓解核心企业的资
金压力，有效地解决上下游
企业无抵质押物的融资难问
题，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今年前5个月，分
行利用易贷通宝累计支持小
微企业6家，授信余额1240万
元，通过结信通宝产品累计
支持小微企业5家，授信余额
1100万元，5月末，该行小微
企业贷款户数较上年同期增
长398户，授信余额18 . 45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 . 85亿
元，增速11 . 11%；小微企业
申贷率达到100%。德州中行
还充分发挥中国银行海内外
平台优势，在贸易金融、跨境
服务等优势领域提升服务增
提创工作质效，为恒源石化、
莱钢永锋等一大批区域进出
口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前5个月，分行累计办理订单
融资、出口商贴、买方押汇、
海外代付等贸易融资业务
2 . 6亿元，为区域企业办理
汇率保值业务1 . 7亿美元；
截止4月末，分行实现国际结
算业务量6 . 2亿美元，市场
份额48 . 37%，较年初增长

6 . 72%，人民币跨境市场份
额36 . 87%。

突出联动能力，持续巩

固增提创活动实效

德州中行紧紧把握增提
创活动主题，继续强化与德
州银监分局、银行业协会、债
权人委员会的联动力度，打
通内部条线与支行、产品与
业务多层次联动渠道，将“增
提创”与支持“三去一降一
补”、挖掘企业授信需求等重
点工作结合起来，实现从银
行“单打独斗”向“债委会联
合走访、政监银协同走访”的
转变，不断扩大活动成果，真
正通过“增提创”活动解决困
难客户实际问题、化解风险
客户潜在风险、促进当地经
济稳定发展。分行牵头组织
了陵城区增提创主题年活
动，搭建政监银企四方对接
平台；定期开展或参加政银

企对接会，对企业进行金融
支持和产品案例宣讲，在推
广金融服务的同时，灵活多
变地解决企业融资需求；邀
请当地重点企业走进中行，
安排跨境人民币结算培训
会、出口客户单证培训会等
培训载体，一对一地为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在2015年、
2016年成功开展中小企业投
资跨境撮合活动的基础上，
今年又相继组织了辖内客户
前往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参
加跨境撮合活动，助力辖内
企业走出“国门”。

通过深入开展进走访
“增提创”主题年活动，德州
中行初步实现了拓展市场空
白，提高市场覆盖率，做实贷
款项目储备，抓好客户群建
设的活动目标。下一步，德州
中行将按照增提创活动总体
要求，持续发力，不断推动增
提创活动取得更大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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