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9日，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以下简称“人保财险”)
山东省分公司与枣庄市人民
政府签署支农融资合作框架
协议，此举标志着双方在探索
支农融资业务模式上迈出了
关键一步，开创了枣庄金融扶
贫工作的新局面。枣庄市长李
峰，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总
经理徐斌出席签约仪式并致
辞。枣庄市常务副市长石爱作
与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普廷
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李峰指出，多年来人保财
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创
新社会治理，为枣庄市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枣庄
农业和农村经济蕴藏着巨大发
展潜力，潜在的融资需求旺盛，
此次合作协议签订必将有效增
强农业和农村经济抵御风险的
能力，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对枣庄市贯彻落实中
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
本方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峰要求枣庄市各级各部
门要充分认识此次签约的重大
意义，积极主动、高效运作，确
保合作项目顺利实施。他希望
人保财险大力推广试点效应，
积极开辟业务市场，同时双方
加强信息沟通和风险防范，不

断的积累经验，共同助力枣庄
转型跨越发展。

徐斌在致辞中感谢枣庄
市委、市政府给予人保财险的
大力支持和关怀，表示将一如
既往致力于枣庄经济社会发
展，助力新旧动能转换、乡村
振兴等重大战略工程。“金融
扶贫、保险先行”，此次签订支
农融资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

双方在探索支农融资业务模
式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必将
开创枣庄金融扶贫工作新的
局面。

徐斌诚挚期望以本次签署
支农融资合作框架协议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与枣庄市人民
政府在服务“三农”、发展扶贫
事业、保障现代经济、强化风险
管理、改善民生质量、促进社会

和谐等各方面的合作，充分发
挥保险“经济助推器”和“社会
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为枣庄的
经济转型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乡村振兴战略和小康社会建设
做出积极的贡献。

记者采访了解到，开办支
农融资业务，是人保财险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服务

“三农”和解决“三农”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指示精神的重要举
措。该业务将保险资金和“三
农”融资需求对接，专项用于农
业生产经营，开创了保险资金
直接融资的先河。

人保财险运用保险资金开
展支农融资服务，融资范围覆
盖农、林、畜、牧、渔等广大农
口产业，具体说来，指从事农
作物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农
产品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的
个人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根据不同的客户类型，推出
了“企业融”、“农户融”、“政融
保”三种模式。

人保财险支农融资服务的
特点是：定位准确、保险覆盖风
险、融资利率低、还款方式灵活
多样等。其中，“企业融”主要面
向融资需求较大的涉农龙头企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农户
融”主要面向融资需求相对较
小、广泛分布的农民朋友；“政
融保”主要面向各级政府，聚焦
精准扶贫与政府农业产业扶持
方针，对传统融资模式进行创
新升级，对政府重点扶植的产
业或企业提供农业保险和资金
支持，同时涵盖广大上下游农
户，依托政府信用，开创“政府、
保险、担保、企业、农民”五位一
体的支农融资新平台。

(记者 张頔）

推推进进金金融融扶扶贫贫，，助助力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与枣庄市政府签署支农融资协议

4月23日，威海市商业银行
泰安分行正式开业。泰安分行
的成立，标志着威海市商业银
行“立足威海，深耕山东，环绕
渤海，面向全国，放眼海外”跨
区域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

威海市商业银行是中国金
融改革的产物，成立于1997年，

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控股，现
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2家分
支机构，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山
东省内全覆盖。自成立以来，威
海市商业银行始终坚持“服务
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
城乡居民”的市场定位，在支持
区域经济发展、追求内外和谐
共赢中走出了一条“差异化，零
售化，精细化，综合化，品牌化”

的创新型特色发展道路。多年
以来，银行经营业绩持续攀升，
经营质量持续提高，经营效益
持续增长，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各项监管指标全面达标，质量
和效益在同业稳居前列，连续
三年在山东省地方金融企业年
度绩效评价中排名商业银行第
一，成为全国最具发展潜力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

设立泰安分行，是威海市
商业银行积极抢抓发展机遇，
不断提高发展层次，全面提升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
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泰
安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走在前列、位次前移”为
目标，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有效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各项事业

不断迈上新台阶，为银行发展
提供了广阔空间。

威海市商业银行将以泰安
分行开业为契机，坚持扎根区
域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扎
实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新旧动
能转换，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记者 姜宁）

威威海海市市商商业业银银行行泰泰安安分分行行正正式式开开业业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记者
姜宁)日前，记者从多家银行

了解到，在售大额存单收益率
明显上升，部分银行的该项产
品较基准利率上浮了50%。

“目前，我们的大额存单
产品已经相比于基准利率上
浮50%，如果客户购买量大，
还有上浮的空间。”青岛农商
银行章丘支行的理财经理告
诉记者，大额存单上浮程度从
原本的42%上浮至50%之后，
客户购买量明显增多。

记者通过走访多家银行得
知，自上周利率政策调整之后，
已有不少银行在第一时间上浮
了大额存单的利率，特别是一
些山东本地的城市商业银行，
如青岛银行、威海银行与青岛
农商银行等，将大额存单的利
率上浮到了基准利率的1.5倍。

在存款利率方面，数据显
示，目前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均
值为2 . 30%，较2017年末增加
0 . 9个基点)，同比增长3 . 2个
基点。业内专家认为，银行定
期存款利率均值近期持续上
涨，一方面是由于美联储加
息、公开市场操作等因素导致
利率水平抬升，另一方面是金
融开放等政策刺激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预计2018
年5月份还会有大批银行发售
大额存单，且利率或将由目前
集中上浮30%-40%上调到40%-
50%，甚至更高。此外，预计大型
国有银行的普通定存利率趋于
稳定，部分中小银行的普通定
存利率则会有所上涨以增加存
款，缓解其负债端压力。总体来
看，银行利率市场化会进一步
提速，存款利率难以下行。

较基准利率上浮50%

多多家家银银行行上上调调大大额额存存单单收收益益率率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程有
了新动向——— 4月21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业界称为“新三板”)与中
国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在北京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
录。根据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
欢迎对方符合条件的挂牌/上
市公司在本市场挂牌/上市的
申请。全国股转公司对挂牌公
司申请到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
和上市不设前置审查程序及特
别条件。

根据合作谅解备忘录，双
方可以以多种方式开展人员交
流合作，全国股转公司可籍此
学习境外发达资本市场的先进
理念和成功经验，不断完善市
场功能。具体内容包括，挂牌公
司可以到境外发行股票并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简称"发行H股
")，无需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
挂牌。这意味着，以后新三板挂
牌企业赴港交所上市将不用摘
牌，而是采用增量发行股份的
方式，同时保留新三板挂牌企
业和H股上市企业的"身份"，享
有两地市场的交易、定价及融

资服务。
本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为

挂牌公司赴港融资建立了基础
性的合作框架，有助于挂牌公
司统筹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的
资源与优势，拓宽国际视野，实
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
提升全国股转系统的国际化水
平，增强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优化市场价格发现功能，
提升估值效率。

全国股转公司与中国香港
交易所将在备忘录框架下加强
沟通对接，建立监管协作安排，
充分发挥交易所一线监管职
责，切实保护两地投资者合法权
益。下一步，全国股转公司和港
交所还将深化合作，就监管合
作、数据交换，以及发行H股的
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等方面建
立相关安排。双方将保持充分
沟通，及时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截至2018年3月31日，新三
板共有11559家挂牌公司，山东
有 6 3 7家新三板企业，占比
5 . 5%。根据现行的港交所上市
规则，香港交易所对拟上市企业
的财务指标股东数量等均有一

定要求，那符合什么条件的公司
能率先实现这一利好政策呢？

按照现行规则，港交所主板
上市的企业，本身可经营不同业
务，但必须实际上拥有核心业
务，同时必须达到财务要求，即
不少于三个会计年度的营业记
录、至少前三个会计年度的管理
层维持不变、经审计的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的收益至少为5亿港
元、新申请人或其集团的拟上市
的业务于前三个会计年度的现
金流入合计至少为1亿港元、上
市时最低市值20亿港元等。

根据现行的港交所上市规
则，按照主板三条财务指标统
计，结合股东户数的要求，据安
信证券新三板团队预计，新三
板公司有108家企业或将符合
主板要求，另有281家企业或将
符合港交所创业板的上市规
则。广证恒生新三板研究团队
认为，全国股转公司对挂牌公
司申请到香港交易所发行股票
和上市不设前置审查程序及特
别条件，利好挂牌未盈利企业、
生物医药类企业以及A股上市
公司子公司。 (记者 张頔)

新新三三板板挂挂牌牌公公司司可可跨跨市市场场发发行行HH股股

平邑农商银行白彦支行大
力推广“党员信用贷”，借助农村
党员扶贫带头作用，丰富精准扶

贫渠道，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现
共投放党员信用贷67户，340.94
万元，有效支持当地扶贫工作。

推推广广党党员员信信用用贷贷助助推推扶扶贫贫工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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