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科创创路路演演贷贷””落落地地青青岛岛银银行行
全国首款基于路演场景的贷款产品，创新债权融资

10月30日晚间，光大银行
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报
告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光
大 银 行 营 业 收 入 达 到 1 ,
0 0 2 . 2 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 . 19%，实现近六年来的最
大增幅；实现净利润314 . 66亿
元，同比增长13 . 20%，创下近
五年来的最大增幅；拨备覆盖
率1 7 9 . 1 0%，较上年末上升

2 . 94个百分点，风险抵御能力
持续增强。

2019年前三季度，光大银
行把“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体要求贯彻
到实际工作中，以“价值创造
年”为工作中心，保持战略定
力，聚焦重点业务，稳中求进，
变中求机，经营发展和改革创
新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发展质

量和效益明显提升，综合竞争
力不断增强，一流财富管理银
行建设取得新成效。

光大银行不断加强资产
负债定价管理和结构优化，促
进利差息差改善，前三季度净
息差2 . 29%，同比提升41BPs，
带 动 利 息 净 收 入 增 长
36 . 46%；狠抓重点中间业务
发展，信用卡、贸金、代理等中

收增长较快，整体手续费净收
入增长18 . 97%。同时，在新的
监管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光大
银行顺势而为，合理安排增长
计划，资产总量保持稳步增
长，9月末资产总额47,232 . 47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 . 40%。

近年来，光大银行持续完
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统一授
信管理，优化授信政策架构，

加强预警能力建设，推进智能
大数据风控体系建设，不断夯
实风险管理基础。9月末不良
贷款率1 . 54%，较上年末下降
0 . 05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率
2 . 09%，下降0 . 32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总体可控；拨备覆盖
率1 7 9 . 1 0%，较上年末上升
2 . 94个百分点，风险抵御能力
持续增强。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三三季季报报亮亮点点纷纷呈呈
打打造造一一流流财财富富管管理理银银行行见见成成效效

“青岛银行杯股债双融”路
演大赛同时关注股权和债权，
加强和拓宽了优秀创新项目与
优质投资机构之间的合作，增
强了创投行业链接资本和项目
功能，解决了传统路演企业资金
落地难的问题和企业融资生态
不平衡问题，促进“银投企”三方
共赢，能够更好的服务全省新旧
动能转换工程和产业经济发展。

“科创路演贷”就是为支持参加
“青岛银行杯”股债双融路演大
赛的优秀企业而创新的债权融
资产品，山东省所辖区域内报名
参加青岛银行主办的“股债双
融”系列路演大赛且两年以上

持续良好经营、科技型创新型
特征明显的企业均可向所在地
青岛银行分支机构申请。

创投风投是撬动一个城市
科技创新和人才集聚的重要杠
杆，更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
济生命力的重要动能之一。加
快科技引领城市建设，离不开
政策支持，特别是金融的政策
跟进。

而青岛银行作为省内首家
A+H两地上市的先行者和探
索者，在上市过程中积累了大
量的宝贵经验。在积极反哺实
体经济的同时，为积极响应青

岛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平台思
维、生态思维，帮助更多的企业
实现上市，扩大青岛市乃至山
东省上市企业的“朋友圈”，青
岛银行已推出了“青银投·优
+”投行业务品牌，组建上市金
融专家团队，主动与深交所、青
岛市引导基金中心合作，并在
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联合
深交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燧

石星火”以及国内主流投资机
构、中介机构，成功举办了两届

“青岛银行杯股债双融”路演大
赛。两届路演大赛已累计为近
70家拟上市企业提供了投资撮
合、资金托管、发债、融资、结算
等全面金融服务；为11家科创
型中小企业融资1 . 2亿元，其
中信用贷款和首贷客户超过
50%，同时达成股权投资意向

约1 . 1亿元。
下一步，青岛银行将按照

山东省委省政府、青岛市委市
政府的总体部署，充分发挥法
人银行、上市银行优势，以“股债
双融”路演大赛为平台，继续与
全国优势资源合作，夯实各方合
作基础，并在全省各地分支机构
开展路演大赛系列活动。同时，
持续优化活动模式，全力打造
热带雨林性质的创投风投生
态，全力支持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工程推进，不断彰显青银
力量、青银担当和青银作为。

本次活动由济南市科技
局、青岛银行总行、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青岛市市级创业
引导基金管理中心主办，深创
投、达晨财智、洪泰基金、安信
证券、中泰证券、德勤中国、深
圳前海孵化器等近50家国内主
流创投机构和中介机构代表
100余人出席了活动，11家优秀
科创型企业进行了现场路演。

(姜宁)

主动担当，助力打
造开放高地

作为第二届进口博览会重
要的商务活动之一，11月6日上
午，山东省政府举办“山东省打
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介会”，
诚邀海内外参加第二届进博
会嘉宾走进山东、投资山东、
共享机遇、共商合作、共谋发
展。作为银行类特邀嘉宾，中
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李民行长
出席会议。

作为中国银行在鲁的一级
经营机构，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围绕“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

银行”的战略目标，努力担当社
会责任，以服务山东实体经济
为己任，发挥全球一体化金融
服务优势，助力山东省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截至9月末，中
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向各类企业
提供的贸易融资授信余额1281
亿元，国际贸易结算量404亿美
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469亿
元，涉外担保余额近20亿美元，
有力支持了山东企业“走出去”
和境外资源“引进来”，支持了
山东省重点项目的顺利开展。

扎根齐鲁，全力做
好参展服务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山东
省报名参加进口博览会采购
的企业超过10000家，组成15
个地市(不含青岛)及17个省
直交易团，重点涉及食品与农
产品、智能与高端装备、日用
消费品等多个领域。中国银行
山东省分行作为山东国际化
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始终坚
持扎根齐鲁、放眼全球，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展现大行担
当，成立了进博会山东交易团
专项工作组、统筹全行力量，
与各地商务部门、交易团体等
紧密对接，全面协助商务部门
做好进博会的招商招展、现场
服务、交易撮合及金融支持等

工作。

服务自贸，全面开
启专业服务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中国
银行山东省分行特邀请了山
东企业参加了由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行总行共同主办的

“人民币国际化服务自贸区建
设”主题论坛，共同探讨自贸
区发展方向及创新思路。一直
以来，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积
极对接自贸区改革创新，助力
搭建沟通交流桥梁，提供融
资、融智支持，力争为省内企
业发展和自贸区建设贡献力

量。
山东省自贸区成立首日，

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为济南
和烟台自贸片区客户叙做多
项跨境金融业务，开启了服务
新篇章。下一步，中国银行山
东省分行将充分发挥“国际
化、多元化、专业化”优势，围
绕山东自贸区改革进程，不断
深化金融服务创新，推动金融
创新政策落地推广，力争成为
山东自贸金融先行者和践行
者。

发挥优势，助力鲁
企扬帆进博

作为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
行连续两年举办“展期供需对
接会”，为广大中外参展企业
提供跨境撮合服务。在首届进
博会山东客户签订意向合同
过亿美元的基础上，第二届进
博会，山东中行邀请省内客户
近400家赴上海现场参加“展
商客商供需对接会”，还在山
东本地设置视频分会场，为山
东进出口企业提供线上、线下
跨境对接服务，助力山东企业

“走出去、引进来”，提促企业
转型发展,为山东对外开放注
入新动能。

融通世界 合作未来

山山东东中中行行助助力力山山东东企企业业扬扬帆帆进进博博

11月6日，第三届“青岛银行杯”蓝色
之星“股债双融”路演大赛暨“科创路演
贷”新产品发布会在济南科技金融大厦成
功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首款基于路
演场景的贷款新产品——— 科创路演贷，受
到了与会者的热烈点赞！“

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在上海开幕。本届进博会延续“新时
代、共享未来”主题，致力与各国共建开
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
济。中国银行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唯一“战略合作伙伴”、唯一“银行
类综合服务支持企业”，在服务首届进博
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
势，集聚资源，勇于创新，在招展招商、产
品升级、现场服务方面凝心聚力，全力服
务进口博览会，以“不一般”的水准打响
中行品牌。

“
山东中行李民行长与客户进行现场交流，主动为参展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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