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创新驱动 提供

综合服务方案

支持实体经济，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
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山东工行顺应全
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
级要求，根据企业日益多元化、
个性化的金融需求，大力发展
投资银行业务和专项融资业
务，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全方
位金融服务。

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五大
任务等重点部署，该行完善执
行“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差别
化融资政策，创新对产能过剩
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服务举
措，深化房地产信贷结构调整，
有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资产
证券化，为企业降成本、降杠杆
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
选择。2016年12月成功实现工
行系统首笔市场化债转股项目
落地，该行与山东黄金集团开
展总规模约100亿的债转股业
务，降低企业杠杆率，助力企业
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发展后劲。
创新运用商投互动、投贷联动
等手段，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创

业企业的发展，促进新动能发
展壮大。积极发展并购重组业
务,先后承做了中油金鸿华东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万得福实
业集团、沂蒙山旅游公司、济南
融基置业、小可投资有限公司
承债式收购威海三进船业和胜
利股份等并购重组项目；积极
发展股权融资业务，成功承做
黄河三角洲建设开发集团股权
融资项目；积极发展债务融资
业务，支持创新集团理财直接
投资项目和高青不良处置基金
项目,承做山东省省管企业改
革发展周转基金项目、山东省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理
财直接投资业务等；积极拓展
政府财务顾问业务，支持枣庄
财金公司和基础设施公司整合
政府平台股权融资项目、东营
区财金公司“海绵城市”股权融
资项目和济宁市水利投资有限
公司“股+债”项目等。

推出拳头产品 助力

山东企业“走出去”

7月3日下午，萨希瓦尔燃
煤电站竣工庆典仪式在巴基斯
坦东部旁遮普省萨希瓦尔市举
行，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首个
大型能源项目全面建成并实现
投产发电。该电站成为迄今为

止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速度最
快、装机容量最大、技术领先、
节能环保的高效清洁燃煤电
站，被巴基斯坦政府誉为“巴电
力建设史上的奇迹”。项目背
后，山东工行共办理了两笔内
保外贷业务共计1 . 7亿美元，
有效推动了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标志着山东省内优势产能
走出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实体经济发展必须统筹利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目前，
工商银行已在全球42个国家和
地区设立了417家境外机构，其
中123家境外机构分布在“一带
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和地区。
工行总行发挥这种全球服务网
络优势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功
能，建立了涵盖80个币种、25大
类的“走出去”业务体系，充分
发挥集团综合化和全球服务网
络优势，积极为“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和省内企业“走出去”提
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支持恒源石化境外收购、华
能如意境外电厂项目搭桥贷款，
开出对外保函约22亿元；重点支
持中国重汽出口尼日利亚卡车近
1亿美元福费廷业务……近年来，
山东工行积极发挥综合性大行优
势，借助总行雄厚的本外币资金
实力、强大的全球服务网络、丰富

的金融服务产品以及“走出去”业
务专项经营能力，全力支持我省
外经贸企业发展。通过为客户提
供福费廷、跨境直贷、信保融资、
境外收并购内保外贷、出口买方
信贷等一系列‘走出去’拳头产品
和服务，不断完善授信政策、提高
审批效率、优选绿色信贷和列入
国家‘一带一路’的重点规划建设
项目，促进了一批省内重点企业
境外业务拓展。

恒源石化为我省地方国有
企业，近年来，恒源石化全力实
施国际化路线，力争通过“走出
去”，在炼油行业艰难的升级整
合中，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问题。山东工行
得知恒源石化实施海外并购的
需求后，第一时间为其提供了
多产品的资金支持。上下联动、
内外协作，通过总行、省行、二
级分行和支行联动，并与工行
马来西亚子行合作，通过内保
外贷及营运资金贷款满足了企
业并购资金需求，最终实现了
项目落地。本次跨国并购也成
为我国地炼企业完成的第一起
海外并购。

构建服务生态 打造

“客户满意银行”

服务是金融生存之本、发
展之基。日前，工商银行发布

“客户为尊、服务如意、员工为
本、诚信如一”16字服务文化核
心理念，掀开了推进转型发展、
打造客户满意银行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新篇章。

事实上，山东工行多年来
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倡导由“客户理解”向

“客户体验”转变，充分保障和

维护客户权益，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和效率。特别是去年下半
年以来，该行以改善客户服务、
打造“客户满意银行”为目标，
持续推进“服务提升六大工
程”，通过“服务面貌专项整治
季”、“新服务心满意”等一系列
改进客户服务举措，解决了一
大批客户最关切的问题，服务
效率、客户服务体验以及口碑
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
上，山东省分行正继续推进“服
务提升六大工程”的全面深化。
坚持优化渠道流程，打造服务
网络优势。在巩固网点靓化、温
馨厅堂、效率提升等服务改进成
果的基础上，加快网点转型，构建
以网点为核心的O2O生态系统；
做好线上线下资源整合改造，实
现各渠道信息共享、流程对接、服
务融合，真正做到“一点接入，全
程响应、体验一致。2016年底，全
省累计投产运营662家智能化网
点，投产智能设备3707台，网点智
能化覆盖率72%，业务迁移率
86%，均在工行系统排名第1。客
户平均等候时间降低到10分
钟，降幅20%。

坚持金融科技创新，打造服
务技术优势。积极推动金融科技
创新发展，着手创建“七大创新
实验室”，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服务新模式，全面打造智慧银
行服务体系，让客户体验到全功
能、全渠道、全天候的便捷金融
新服务。2016年，该行丰富了工
银e支付、线上POS、通用缴费平
台、二维码支付等线上支付方
式，积极与第三方公司联合推出
微商圈活动，进一步满足了客户
网上购物、缴费等业务需求。

山山东东工工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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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10月末,山东工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达到6549亿元，是省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贷款余额
突破6000亿元大关的银行。实体经济是金融生长的土
壤，经济兴则金融兴，山东工行与我省经济实现了共生
共荣。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坚持围
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持续推进金融服务
创新，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
质量和水平,坚持以新理念、新金融、新服务支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

11月16日，2018年中国光
大银行戊戌狗年定制版生肖金

《福旺双全》正式在光大银行
“购精彩”系列电商平台及全国
网点全面上线销售。该产品将
五行学说、易经文化、吉祥文化
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以
弘扬中国传统生肖文化。

中国光大银行生肖品牌文
化金系列之二《福旺双全》秉承
去年该行生肖首金《大吉酉金》
的发行理念，产品从设计到制
作充分满足了广大收藏爱好者
与消费者品鉴文化金的需求，
为确保光大官方正品，《福旺双
全》生肖金还采用了超精密线
纹的防伪新标准。

作为中国光大银行唯一指
定冠字农历狗年贺岁产品，《福
旺双全》以光大银行戊戌年诚
意送福为“福”，以传统民俗犬吠
声“汪”谐音“旺”，以刘奎龄大师

《梅树双犬图》之“双犬”为“双
全”，赋予了《福旺双全》生肖金
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据
了解，《福旺双全》2018戊戌狗年生
肖金延续了去年《大吉酉金》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客户
可通过光大银行门户网站、手机
银行、微信银行、各大网点、ATM
自助银行、95595远程银行6大渠道
进入“光大购精彩商城”及各省级

“购精彩商城”进行购买，还可通
过官方微信渠道进入“精品微商
城”中购买。

(记者 张頔)

光大银行发行

2018年定制版生肖金
12月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中国民

生银行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山东省
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中国民生银行党
委书记、行长郑万春出席签约仪式。仪式
由山东省副省长王书坚主持，中国民生银
行首席风险官胡庆华和山东省金融办李
永健主任分别代表双方签约。

签约之前，双方领导进行了会谈。
龚正省长介绍了山东经济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情况,对民生银
行在山东地区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
定,并希望民生银行继续大力支持山东省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郑万春行长介绍了民生银行切实服

务小微企业，深入推进小微战略的基本
情况，对山东省政府长期以来对民生银
行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郑行长表示，
山东省启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以
来，产业结构明显优化，经济增长势头
良好，表示民生银行将继续发挥在小微
金融、投资银行、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优
势，围绕山东省“十三五”规划目标，纵深
推进“两区一圈一带”建设，为山东省重点
项目建设、辖区机构、企业以及特色优
势产业提供金融支持。

(记者 张頔)

山山东东省省政政府府与与中中国国民民生生银银行行签签署署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12月8日至10日，2017年
齐鲁岁末车展将在济南举行，
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签约成
为本届车展唯一指定合作银
行。据了解，本届车展上，建设
银行山东省分行将联手众多
汽车厂商，大力推广“龙卡信
用卡购车分期付款业务”。

建行山东省分行信用卡部
负责人介绍，只要是建行龙卡
信用卡持卡用户，看齐鲁车展
的同时，就可以享受购车申请
最长期限48个月，且零利息，零
或低手续费等等优惠。即便不
是建行用户，在车展现场也可
以快速办理建行龙卡信用卡。

该负责人说，建行龙卡
“购车分期付”，是建行联合汽
车厂商推出的一项惠民业务，
汽车厂商为建行龙卡购车分
期的申请客户提供贷款贴息，

真正帮助广大用户实现了自
己的有车梦。目前，建行龙卡
分期购车业务已经和28个汽
车品牌达成合作，合作车型更
是高达数百种之多，基本涵盖
目前汽车市场销售主流。有了
建行龙卡分期购车业务，用户
可以在合作品牌与车型中自
由选择，还可以享受长达48期
的还款期限和最低“零”的优
惠费率。

据了解，龙卡信用卡汽车
分期付款业务只要持卡人无
不良信用记录，信用卡用卡情
况良好，有基本稳定的收入来
源就可办理。而办理龙卡信用
卡汽车分期付款业务的手续
同样也是十分便捷，提交申请
材料后，2-3个工作日即可审
批完毕，并刷卡提车。而没有
龙卡信用卡的客户则可以在

申请龙卡信用卡的同时进行
汽车分期付款业务的申请，大
约7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
建设银行是国内率先推出信
用卡分期付款购车业务的国
有上市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产品设计完善。该行的“龙
卡购车分期付款”更是以部分
车型“零利息、零手续费”等特
点得到了众多购车消费者的
喜爱。与传统车贷业务不同，
龙卡购车分期业务无需客户
承担贷款利息，并通过引入合
作厂商补贴，承担全部或部分
贷款手续费的方式，从而让利
客户，降低消费信贷的成本 ,
真正兑现了对客户“低(零)手
续费”的信贷承诺，并帮助他
们提前实现了购车梦。

据了解，建行龙卡“购车
分期付”业务合作品牌有进口

铃木、北京汽车、长安铃木、广
汽菲克、吉利、广汽本田、陆风
汽车、上海大众、斯柯达、一汽
大众、一汽奥迪、通用别克、北
京现代、斯巴鲁、东风悦达起
亚、东风悦达起亚、纳智捷、东
风本田、长安马自达、东风风
神、一汽丰田、一汽马自达、一
汽轿车、一汽红旗、奇瑞汽车、
东风日产、广汽丰田等众多汽
车品牌。数百款车型任用户选
择，首付最低至20%，最多可
分48期还款。80款以上车型12
期分期付款享受零费率优惠。

建行龙卡分期购车合作
品牌多、车型广、满足不同用
户的需求，并且强强合作，重
磅联手，推出超强优惠措施，
将实惠留给用户、将方便留给
用户。详情请咨询建行各网
点。 (记者 张頔)

买买车车？？建建行行信信用用卡卡分分期期付付款款帮帮您您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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