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齐鲁财金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编辑：胡淑华 组版：孙玉霞

为为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注注入入金金融融动动力力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助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破题起势

本报记者 张頔

多方联动共发力

“全力以赴投身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以之为载体，统
筹推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
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
体工作布局，是山东金融业责
无旁贷的政治责任，是顺应现
代金融发展规律的客观需要，
也是实现自身做大做强的宝贵
机遇。”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周逢民认为。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认真落
实山东省委、省政府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各项部署，
不断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新旧动能转换
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
度。同时，该行认真组织开展实

地调研，对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以及济南、烟台、枣庄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有关方案
提出建议；加大对普惠金融、绿
色金融等区域金融改革的研
究，为推动辖内加快推动金融
改革试验区工作提出建议，积
极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提
供智力支持。

按照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要
求，山东各级人民银行也联合
当地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等
各部门，围绕引导金融支持新
旧动能转换制定出台各项政策
意见，统筹规划金融服务战略。
如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围
绕引导金融服务新旧动能转
换，以支持青岛“三中心、一基
地”建设为切入点，会同六部门
出台《关于深化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 支持全市新旧动能转换
的指导意见》。

因地制宜促转换

打造新动能的核心在产
业，关键在项目。2017年4月，山
东启动重大项目库建设，已入
库900个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
目，概算总投资4万亿元。人民
银行济南分行引导各银行业金
融机构，借助推广上线“山东省
融资服务网络平台”，及时对接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项目融
资需求，并推动开展多层次、多
形式的政银企对接活动。截至3
月末，平台共发布企业融资需
求信息3 . 8万条、融资需求总
额2 . 3万亿元。已对接成功1 . 8
万条、对接金额4671亿元；处于
融资对接中的信息5390条，涉
及企业融资需求6561亿元。

在此基础上，人民银行济
南分行引导山东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合理布局重大基础设施、
现代高效农业、现代服务业等
建设，为新动能加速成长、新旧
动能接续转换提供坚实支撑和
保障。如农行山东省分行加强
与华润总公司、中广核集团、中
电集团等合作，向中广核枣庄
山亭风电项目等4个项目累计
发放贷款4亿元。

此外，山东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从明确去产能重点、优化
去产能路径、完善政策保障体
系等方面着手，主动调整优化
信贷投向和结构，稳妥有序退
出“僵尸企业”，逐步压缩退出
高消耗、高排放等污染严重、产
能落后的企业。

创新服务助发展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引导全
省银行业机构结合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特点，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推动补齐要素短板，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应收账款融资等新型信贷业
务，鼓励设立科技支行、强化知
识产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
应用，全面提升对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的资金支持水平。

比如，人民银行青岛市中
心支行针对科技创新风险高、
收益高的特点，会同市科技局
出台《科技金融投保贷联动业
务实施办法》，创设“投保贷”联
动融资模式，将科技信贷与创
投有机结合，平衡科技金融风
险和收益分布，目前已落地“投
保贷”470万元。东营银行设立
全市首家科技银行，出台科技
金融专项信贷政策。截至2月
末，该行共支持科创企业98户，
贷款余额36 . 87亿元。

“2018年是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全面起势之年，也是
打基础、谋长远的一年。”周逢
民表示，“金融部门应趁热打
铁，在真抓实干中全面起势，快
速掀起金融支持新旧动能转换
的工作热潮。”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部
署要求，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会同省海洋与渔业厅、省发
改委等部门制定印发《关于
改进和加强海洋强省建设金
融服务的意见》，立足服务现
代海洋产业，统筹优化金融
资源，在健全金融组织服务
体系、优化银行信贷管理体
系、大力发展企业直接融资
体系、完善保险资金服务体
系、创新涉海企业多元化融
资方式、健全政策协同保障
机制六个方面，改进和加强海
洋经济金融服务，加快建设海
洋强省。

围绕《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进
一步优化信贷投向和机构，
加大对现代海洋渔业、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装备
制造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等
海洋强省建设重点领域的信
贷支持力度。银行业金融机
构要积极争取总行信贷政
策和资金倾斜，制定符合海
洋经济企业特点的差异化
信贷管理政策，加大信贷资
金供给。积极开展海域使用
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海岛
使用权、在建船舶、水产品
仓单及码头、船坞、船台等
抵质押贷款业务。积极支持
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股
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开
展质押融资，加快自主知识
产权项目研发。深化“互联
网 +融资”方式，充分利用

“山东省企业融资服务网络
系统”实时直达和信息共享
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船

舶、海工装备、海洋新材料、
海洋物流等涉海行业企业
及项目的融资对接力度。

规范发展渔船、渔工等
渔业互助保险，积极探索将
海水养殖等纳入互保范畴。
探索建立海洋巨灾保险和
再保险机制。加快发展航运
保险、滨海旅游特色保险、
海洋环境责任险、涉海企业
贷款保证保险等，完善新材
料首批次保险。积极争取全
国性保险公司在我省设立
专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加
大对海洋产业的投资。鼓励
保险资金在山东投资设立
海洋产业投资基金。争取中
国保险投资基金加大对山
东海洋领域重大工程和项
目的投入。

(记者 张頔)

建建设设海海洋洋强强省省 加加强强金金融融服服务务
山东探索海岛使用权、在建船舶等抵质押贷款业务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宣布在
总行层面正式成立云缴费事业
中心，实行独立管理和运营。云
缴费事业中心主要承担光大云
缴费平台的对外合作、品牌建
设、市场营销、平台建设、便民金
融产品研发等职能。

2017年，光大云缴费平台用
户达1 . 46亿，交易金额已突破880
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00%，交易
笔数突破5亿笔，平均每天交易
额2 . 4亿元，国内各类水、电、燃
气、手机充值、交通罚没等缴费
项目已超2000余项，微信、支付宝
等各类大型支付、电商、银行同
业等缴费合作伙伴超过270余家，
覆盖300余个主要城市。

云缴费为满足客户在移动
生活端便捷缴费的需求，从2015
年起与微信展开合作，共同深耕
生活缴费领域。截至目前，云缴
费与微信的合作缴费项目超过

1000项，2017年度生活缴费总额
突破640亿元。

2018年伊始，云缴费又与支
付宝就在线物业缴费项目达成
合作，双方通过共建“万家物业
缴费平台”，全面整合零散商户
及日常生活服务。该平台涵盖
了商户信息管理、住宅信息管
理、账单信息管理、结算清分管
理、历史数据查询五大功能，物
业公司可快速接入实现缴费线
上化。

未来，光大云缴费将继续创
新发展思路，在现有各项便民服
务基础上重点开拓物业、教育、水
务、租房等行业板块近2万亿的广
阔缴费服务市场，不断开拓便民
金融服务新蓝海。

(见习记者 赵婉莹)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成成立立云云缴缴费费事事业业中中心心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创创新新推推出出““阳阳光光再再保保理理””
为协助某大型集团旗下保理

公司盘活保理资产，短短两个月
内，光大银行成功为其定制了无
追索权再保理金融服务方案。

这只是光大银行再保理创新
业务的一个缩影。

据悉，光大银行为顺应保
理市场发展趋势，积极探索保理
业务新的增长点，加大产品创新，
针对银行同业/商业保理公司(以
下简称“保理商”)，推出了再保理
创新产品。

再保理业务为标准保理业
务中应收账款再次转让的模
式，由保理商将其提供保理服
务而获得的应收账款及该应收
账款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转让
给光大银行，由光大银行为其
提供包括贸易融资、应收账款
管理、账款收取及坏账担保等
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根据
光大银行是否可向保理商追
索，再保理产品可以分为有追
索权再保理和无追索权再保理
业务。其中，无追索权买断式再

保理业务可以打破保理商资
本金约束，加快资金周转，优
化财务报表，是解决保理商
资产规模的有效手段。

光大银行推出再保理产
品，目的是深化和大型产业集
团 内 部 商 业 保 理 公 司 的 合
作，在资金、产品、渠道、信息
技术、客户资源等方面搭建
与商业保理公司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平台，全新打造
保理业务新的收入增长点。
再保理产品打通了银行同业/
商业保理公司和光大银行间的
资产销售渠道，能够灵活调配资
产配置，适用范围广泛。

截至2018年3月末，光大银
行再保理业务累计出单金额约
65亿元，有效加强了与商业保
理公司的业务合作。

(见习记者 赵婉莹)

山东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以来，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迅速行动，通过强化政策引
导、完善信贷政策、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等，引导辖内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点
行业和项目，大力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工程破题起势注入金融动力。

农行济南分行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关心广大员工的身心健康，经常举办喜闻乐见的文体活
动，不断提高全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日前，该行机关利用班前时间组织员工练习八段锦，强健体
魄，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受到大家的欢迎。上图为在该行机关5月5日举办的2018年职工
运动会上，60名员工表演的八段锦。 (陈东林)

农行济南分行“我运动我快乐”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