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济南市市中区
税务部门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大格局，在服务“走
出去”企业中不断探索，坚持
在办税负担上做“减法”，纳
税服务上做“加法”，税收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纳税人获
得感不断增强。

“齐鲁号”欧亚班列是根
据山东省政府关于全省欧亚
班列统筹发展的部署，由山
东高速集团负责、山东高速
物流集团具体运营的集装箱
国际铁路联运列车，是山东
省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项目。

“市中区税务部门多次
上门讲解政策，国家的减税
降费力度这么大，既节约了
我们的税收成本，还能有更
多的资金投入到一带一路的
运营中。有了层层助力，在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的道路
上，高速国储公司一定可以
成为全省国际物流贸易的

‘直通车’、外向型经济发展
的‘加速器’。”山东高速国储
物流有限公司财务部孙经理
说道。欧亚班列运输业务符
合国际货物运输的免税项
目，经过税务部门的指导，做
了相关免税备案，享受到了

增值税免税优惠；据了解，该
公司还符合小型微利企业优
惠条件，申报企业所得税也
得到很大的减免优惠，其中
2017年年度所得税减免1.63万
元，2018年年度所得税减免
7.27万元。

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东西
高速公路是中国中信和中国
铁建联在阿尔及利亚承建的
最大的一个公路项目。自2006
年进入非洲市场，中铁十四
局四公司凭借一流的技术和
工程质量，树立了中铁建品
牌，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增进了中非友好关
系。

为进一步促使像中铁十
四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这样
的“走出去”企业在国家“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发展壮
大，济南市市中区部门结合
企业经营特点，利用纳税人
学堂、微信公众号提供“一带
一路”产业支持政策“打包”
宣传，并以实际案例作指引，
积极开展税收政策培训，帮
助企业充分享受“一带一路”
政策红利。2017—2018年，中铁
十四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享
受各项税收优惠达1845万元。

(赵婉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2019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现
金流通环境、提升现金服务水平，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立足于现金流
通和现金服务的覆盖面、获得感、
满意度、可持续，从货币发行、现金
流通和现金服务入手，探索构建以
人民银行为主导、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主力、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现金循
环区域，在辖区积极推进现金服务
示范区建设，努力实现安全、高效、
和谐的现金流通目标。

明确创建目标
全面提升服务

“现金服务工作是落实普惠金
融政策的重要组成，济南分行在近
年来推动各项现金服务措施落地
的基础上，全面组织推动创建现金
服务示范区工作，并制定了创建现
金服务示范区的三年规划。我们将
持续探索提升现金服务水平的新
方法和新途径，推动现金服务示范
区创建工作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
区域发展。”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董龙训介绍说。

为确保现金服务示范区创建
工作有的放矢、取得实效，2018年
12月，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制定印发
《创建现金服务示范区活动实施方
案》，统一指导思想，明确创建目

标，在山东每个地市均确定一个城
区的社区或街道办事处、县域的一
个乡镇开展现金服务示范区创建
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共创建现金
服务示范区38个，其中城区18个，
县域8个，乡镇12个。

与此同时，在金融机构网点建
设方面，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持续推
进现金服务标准化建设，提高小面
额人民币和残损人民币兑换主办
网点所占比例，提升现金服务示范
网点建设质量，加大自助设备配备
力度以提高基础建设水平。

流动现金服务
家门口办业务

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的江山
南路社区内，一辆配备了硬币回笼
机、纸硬币兑换一体机等设备的改
装房车，吸引了大批居民和周边商
户的注意。当地银行现金部门经理
孙永胜介绍，这种“现金服务流动
工作站”能够提供小面额兑换、残
损券兑换、纸硬币清分等多种服
务，把“现金柜台”直接搬到了百姓
门前，不用到银行排队取号，在家
门口就可以办理简单的现金业务。

该“现金服务流动工作站”每
月定期深入人流密集的社区，上门
提供现金服务，解决零币兑换时间
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矛盾。工作站配
备专用车辆，装载硬币回笼机、纸

硬币兑换一体机、纸币清分机、硬
币清分包装机等6项专业设备，提
供假币鉴别、整洁度检测、零币和
残损币兑换等多种服务。同时，来
自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和青
岛辖区金融机构的青年志愿者们
还现场为公众讲解人民币知识和
反假技能。

搭建信息平台
推进精准服务

“我们超市平时零钱需求比较
大，以前每到节假日，为换零钱几
乎每个银行都跑。现在好了，只要
有需求，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好
预约信息，直接上门服务，真是太
方便了。”临沂市沂南县苏村镇东
方超市经理薛东说。

薛东所说的二维码预约业务，
是临沂市乡村现金服务平台推出
的“网上预约+线下配送”服务。在
现金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中，为更
好地实现现金精准服务落地，人民
银行济南分行指导临沂市中心支
行在沂南县引进第三方社会化机
构，试点打造政银企三方合作的乡
村现金服务平台。平台运营费用由
地方政府出资承担70%纳入预算
范围，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列
支；涉农金融机构承担剩余30%，
按照涉农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进行
分摊。

“真是想不到啊，我都不用往银
行跑，直接在手机上轻轻一点，28.3
万元贷款就到企业账上了，还能随
借随还，实在是太方便了，农行政策
实在是太好了！”贷款资金到账后，
沂源县安明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人对农行“纳税e贷”产品赞不绝
口。“农业银行推出‘纳税e贷’对我
们来说是久逢甘霖，不仅解决了企
业的流动资金问题，而且经营成本
也降低了，使企业能够继续发展、不
断壮大”。

近年来，山东农行不忘初心，积
极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
社会责任，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以

线上信贷产品为重点加大产品创
新力度，与省税务局、市场监管局、
大数据局等机构协同联动，成功上
线了“纳税e贷”。上线短短一个月时
间里，“纳税e贷”投放已超10亿元，
成为农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又一“拳
头产品”。截至9月3日，已累计为
2039户小微企业投放贷款10.13亿
元，有效地破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

据了解，“纳税e贷”是以企业涉
税信息为主，结合企业及企业主的
结算、工商、征信等内外部信息，运
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评价，对诚
信纳税的优质小微企业提供的在

线自助循环使用的网络融资产品。
该业务审批效率高、到账速度快，产
品一经推出，就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为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农行山
东分行调整优化小微企业经济资
本占用，通过实施差异化转授权，进
一步提高审查审批效率。同时，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严格落实普惠金融
减费让利政策，对小微企业实行优
惠利率，积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
的问题。截至2019年8月末，该行银
保监管口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186.59亿元，受益客户达3.5万户，
为普惠金融发展贡献了山东农行
力量。 (马传涛 马源)

济济南南农农商商银银行行抵抵债债资资产产推推介介会会圆圆满满成成功功
济南市中区税务局：

税税收收服服务务一一带带一一路路
助助力力经经济济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智能化预约配送，现金服务到家门

山山东东创创建建现现金金服服务务示示范范区区

农农业业银银行行山山东东省省分分行行上上线线““纳纳税税ee贷贷””
助助力力解解决决小小微微企企业业融融资资难难

9月16日上午，由济南农商
银行主办、点拍网协办的“济南
农商银行抵债资产推介会”在山
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顺
利召开。

本次推介会，该行共计推出
28宗优质抵债资产，是该行首次通

过集中推介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推
介该行抵债资产，相关资产管理公
司、拍卖公司、律师事务所、山东产
权交易中心、商会协会、意向购买人
等200多个单位和个人参加推介活
动。推介会上，首先由该行工作人员
集中向意向购买人介绍推介资产

情况，随后由熟悉抵债资产情况的
工作人员为有购买意向的客户提
供专项咨询，为客户解疑答难。

据统计，本次推介会上共有
数十家企业与该行签订抵债资
产购买意向书，推介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姜宁）

日前，渤海银行在银行
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200亿
元永续债(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 券 ) ，当 期 票 面 利 率
4 . 75%，全场认购倍数2 . 36
倍，投资者涵盖国有银行、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
商行、农商行、证券、信托等
债券市场主要投资人。

渤海银行是1996年至
今国务院批准新设立的唯
一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由于资本补充途径有
限，近年来，该行与多家商
业银行一样面临着资本补
充压力。2017年，渤海银行
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信托持
股问题，为通过市场化途径
持续、稳健的实现资本补充
扫清了障碍。2018年末，国
务院决定支持商业银行通
过永续债补充资本金疏通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多渠道
补充银行资本。渤海银行紧
紧抓住政策窗口期，获得了
首家非上市银行发行永续
债的机会。此次渤海银行永
续债的成功发行也是一次
针对市场有效预演，合格投
资者的踊跃认购、充分竞
价，反映了该行在市场的认
可度。永续债成功发行后将
直接计入渤海银行其他一
级资本，对资本金起到有效
补充作用。

作为最年轻的一家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
银行坚持推进创新转型发
展，截至八月末，资产总额
达到10682 . 65亿元，在全国
设立了31家一级分行、30家
二级分行，网点总数达到
244家，逐步扩展至环渤海、
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并在香港设立了

代表处。渤海银行在设立之
初就引入了渣打银行作为
战略投资者，继承了良好风
险防控基因的同时，在本土
化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不同
于传统银行的独立的风
险防控体系。

十四年来，该行保持了
包括规模、利润等成长性指
标的同业领先水平，实现了
资产、风险和效益的协同发
展，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架
构已经基本建成。在英国

《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全球
银行1000强排名中，由初创
期的609位上升为2019年的
178位。

作为总部设在天津的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
海银行始终立足天津，面向
全国，服务京津冀，对天津
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金融
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此次永续债成功发行后，该
行将可通过杠杆效应撬动
信贷规模扩大，进一步提升
对实体经济，尤其对民营、
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也将有效增加该行可用风
险资产，提高风险抵御能
力，为其自身的转型发展提
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未来，渤海银行将继续
本着稳中求进，行稳致远的
原则，坚持垂直独立的风险
防控体系，充分发挥外资银
行战略投资者的国际化优
势和成立时间晚、没有历史
包袱的后发优势，利用好天
津“一基地三区”的定位，走
轻资产、轻资本、专业化和
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不断提
升科技赋能的科技含量和
输出价值，持续推动创新转
型发展。 (薛志涛)

渤渤海海银银行行成成功功发发行行
220000亿亿元元永永续续债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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