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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配置优质项目

实施意见提出，济宁将积
极吸引境内外金融投资机构
来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并推动
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专营
事业部和特色支行，进一步完
善机构服务体系。

对纳入省、市新旧动能转
换项目库的新经济项目及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济宁鼓
励引导银行机构采取统一授
信、银团贷款模式，实现信贷
资源精准配置，满足新旧动能
转换多元化融资需求。同时引
导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以应收
账款、股权、知识产权等为标
的物的抵质押贷款业务和以
现金流为核心、以大数据为依
托的信用贷款业务。

实施意见还要求银行机
构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对符
合条件的客户综合运用循环
贷款、年审制贷款、展期续贷、
分期还款等服务模式，减少企
业高息“过桥”融资。

此外，济宁还将持续强化
政金企对接合作，搭建多层次

多元化的政金企合作平台，深
化与各大金融机构的战略合
作，整合资源、共享信息，为金
融机构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提供精准服务。

布局多元金融市场

实施意见指出，济宁将积
极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按照

“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
上市”这一思路，完善多级联
动培育机制，鼓励更多企业在
境内外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上
市融资；支持、推动优势上市
公司通过整体上市、定向增
发、资产收购等方式开展并购
重组，支持优质企业发行项目
收益债、可转换债券、永续票
据、绿色债券等创新产品，扩
大债券融资渠道。

保险是经济助推器、社会
稳定器，济宁将大力发展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责任保险、农
业保险等领域政策性与商业
性相结合保险业务，为产业升
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保障。

此外，济宁还将鼓励当地
重点国有和民营企业积极对

接各大期货交易所，利用期货
市场实现有效风险管理，并积
极培育设立介于现货与期货
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产融深度融合发展

济宁将重点发展养老金
融、教育金融、文化金融、旅
游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
等新型金融服务。比如教育
金融，济宁将鼓励银行探索
开展收费权、办学权、商标权
等质押融资业务，引导符合
条件的民办教育机构对接资
本市场。

同时，济宁还将积极参
与、对接全省新旧动能转换
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和
信贷资金为科技企业提供成
长周期系列化、专业化金融
服务；鼓励管理规范、实力雄
厚的金融科技企业参与济宁
地方商业银行改组改造，发
起或参股设立各类地方金融
组织；支持具备条件的金融
机构和企业探索发展区块链
金融业务。

瞄准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的金融需求，济宁正积极
申报纳入由省里统一申请建
设的“鲁南国家级普惠金融改
革试验区”，拓展金融产业发
展空间，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互动发展。

此外，济宁还将以民生金
融为主要突破口，不断改善小
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
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
人等薄弱领域的金融服务，持
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
率、可得性和满意度。

改善优化金融生态

济宁将对银行、证券和保
险业、上市公司发展目标和工
作部署，地方金融机构、金融
组织行业发展目标和重点项
目，区域金融布局重点项目，
金融创新试点工程等现代金
融产业实施项目库动态管理，
筛选打造一批符合新动能发
展方向、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
求的金融项目和品牌。

同时，鼓励济宁银行加快
跨区域经营步伐，支持农商行
借助大数据运用实现战略转

型，支持村镇银行延伸机构和
服务。

规范发展地方金融组织，
支持小额贷款、民间融资、融
资担保等地方金融组织不断
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推动
市、县两级分别设立相应规模
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更好
地服务企业融资增信。

在金融业空间布局上，实
施意见也作出了明确规划，即
任城区以红星中路、吴泰闸路
及周边区域为中心，重点打造
银行、保险、民间金融集聚区；
高新区以济宁资本中心为核
心，重点打造创投、风投、资产
管理、金融租赁、融资租赁集
聚区。同时，引导和支持县市
区结合实际，围绕小微金融、
涉农金融、民生金融、旅游金
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重
点领域，努力打造特色金融服
务集聚区。

此外，济宁还将持续改善
金融发展环境，强化金融法治
建设，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恶
意逃废金融债务等各种违法
行为。

济宁三大部门联合发力，绘就金融发展路线图

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将将有有金金融融““加加速速度度””
本报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苗昱

济宁市金融办、人行济宁中支、济宁银监分局日前联合出台《关于做强金融产业更好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
全力构建与新旧动能转换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为济宁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有效金融支撑撑。

本报济宁6月21日讯 (记
者 张夫稳 通讯员 孙中华)

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积极践行普惠金融，近日华夏
银行济宁分行推出多项举措优
化企业开户，助力改善营商环
境。

据介绍，为便利企业开户，
华夏银行济宁分行制作“开户
一纸通”，在网点向企业客户发
放，并通过95577客服热线、营
业机构电话和该行手机银行等
电子渠道多方位宣传企业开户
所需资料、办理流程，方便客户
做好准备，合理安排办理时间。

同时，该行大力推广电子
渠道预约开户，通过电话预约

提前联系客户告知开户事项，
节约业务办理时间；支持微信、
官网预约开户，通过华夏银行
官方微信、网站预填单，预约网
点完成核实后，约定开户时间，
携带相关资料及预约编号前往
预约网点一次性办结，摆脱排
队烦恼；推行电子填单服务，有
效降低手工填写导致的漏填、
错填发生率，提质增效。

此外，华夏银行济宁分行
还不断优化提升开户服务流
程。一方面通过岗位联动，加强
各岗位各业务节点的紧密衔接
和配合，进一步提高业务办理
效率；另一方面明确要求各营
业机构将核准类账户申请资料

于办理当日至次工作日交付资
料传递专员，确保及时送达人
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完成账
户核准后，第一时间告知核准
结果，通知客户领取开户许可
证。

据了解，华夏银行济宁分
行还在营业机构设立优化企业
开户服务专柜，安排对账户业
务熟练的柜员办理开户业务，
提升企业客户的服务体验和满
意度。同时专门开通小微企业
绿色通道，不断创新与小微企
业经营特点相契合的支付结算
产品，减免小微企业账户开户
手续费、账户管理费、询证费等
多项费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济宁6月21日讯
(通讯员 潘国强 杨
扬) 21日，汶上县供电
公司组织人员对过境的
500千伏郓岱线进行全方
位巡查和测温，排查隐
患，确保线路安全可靠
运行，守好“责任田”。

气温逐渐升，用电
负荷快速攀升。为做好
属地化线路防护工作，
汶上县供电公司组织人
员巡视线路通道内有无
障碍物、塑料薄膜等，查
看铁塔周围基础及底角
螺丝是否有塌陷和松动
现象，对线路弓子弯处
连接线进行测温，坚决
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
患，并做好各项记录。

汶上县供电公司担
负着1条800千伏线路、7

条500千伏线路、16条220
千伏线路总长达256 . 49
公里线路的防护任务，
杆塔约804基，防护范围
广，任务重，责任大。为
确保属地化线路防护工
作高效开展，该公司根
据线路长度及分布，依
托基层供电所，划分成
了15个责任片区，打造网
格化管理，统一建立属
地化防护队伍，由基层
供电所负责输电线路的
通道巡视、清障和防外
破工作职责，按照“定人
员、定设备、定职责”原
则，将输电线路防护责
任区段细化落实到护线
员，做到管理无漏洞，责
任无盲区，巡视无死角，
全力守护属地化线路

“责任田”。

本报济宁6月21日
讯 (通讯员 刘钦同)
20日，汶上县供电公司
组织7支供电所党员服
务队集中开展乡村夏季
安全用电宣传，提供用
电咨询、隐患排查等服
务，保障百姓舒凉度夏。

时下高温天气已成
常态，农村用电存在诸
多隐患。汶上县供电公
司早部署、早落实、早行
动，向广大群众大力宣
传电力设施保护和安全
用电知识等相关内容。

该公司服务队深入各台
区、村庄，走村串巷，为
广大村民检查室内用电
线路、插座、开关和电器
设备，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村民讲解夏季安全用
电常识、防人身触电及
急救等知识，着重提醒
有老人、儿童的留守家
庭增强安全用电意识，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引
导农村居民养成安全用
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
的习惯。

多多措措并并举举优优化化企企业业开开户户服服务务

春春蜜蜜桃桃
成成摇摇钱钱树树

梁山县拳铺镇李乡村农民李同兰在农商行资金扶持下建起春蜜桃园，
在他带动下村里桃园发展到400多亩，良种春密桃果质为硬质，不裂果、成熟
后不易变软，耐贮存，深受消费者好评，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图为18日拳铺镇李乡村农民喜摘春密桃一角。

本报通讯员 王瑞芹 崔建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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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乡村夏季安全用电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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