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9日，农行济南银河支
行为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放京
沪改扩建项目贷款3 . 42亿元。据
了解，京沪高速莱芜至临沂段，
起自青兰高速公路与京沪高速
公路相交的莱芜枢纽，分别连接
已建成的京沪高速济南至莱芜
段和新沂至淮安段。项目主线全
长232 . 558公里，同步建设青云、
蒙阴西、郯城南等3条互通立交
连接线，长约8 . 9公里；该项目总
投资金额228 . 18亿元，申请银行
固定资产贷款159 . 73亿元，其中
农业银行审批贷款79亿元。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银
河支行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形
式与企业沟通，随时了解客户资
金需求。在得知企业亟待拨付项
目资金时，该行第一时间积极对
接，迅速成立了项目运作团队。济
南分行开辟了流程“绿色通道”，
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放款限制性
条件审核、合同审核、凭证审核，
成功实现贷款快速投放。

3月18日，位于泰安市徂徕
镇东北部的济泰高速泰安段徂
徕枢纽建设现场，挖掘机、推土
机、压路机轰鸣不断，工人们正
在加紧施工。早在今年1月1日元
旦假期，为确保项目建设资金充
沛，农行泰安分行就为项目提供
了5亿元项目贷款支持。济泰高
速公路项目是山东省高速路网
中长期规划“九纵五横一环七射
多连”中的射四线，全长55 . 9公

里，该项目对完善山东省高速网
络、加速济南——— 泰安经济一体
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早在项目
规划建设的初期，农行泰安分行
就主动向项目公司提供了完善
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经过持续
的跟踪对接，通过总、省、市、支
行四级联动，农行泰安分行作为
银团贷款牵头行，成功推动45亿
元项目授信顺利落地。项目建设
期间，农行泰安分行积极开辟绿
色通道，优先保证项目提款需
求，目前已累计发放贷款36亿
元。

“农行在疫情初期为我们提
供的贷款真是帮了大忙，现在疫
情防控、项目复工需要支出的地
方很多”，董梁高速宁梁段项目
负责人谈起近日复工情况深有
感触。1月22日，为确保项目建设
不受疫情影响，农行泰安分行就
为该项目加班加点发放了2000
余万元贷款，支持项目方启动了
复工。董梁高速宁梁段是山东省

“九纵五横一环七射多连”高速
公路网中“横四”线的一部分，项
目建成后对于加强山东省与中
原地区的联系、促进革命老区和
山(湖 )区脱贫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农行济南、泰安等分行
第一时间跟进，联合为该项目提
供银团贷款授信84亿元。

2019年12月31日，巨野至单
县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结束
了菏泽市成武县、单县境内无高

速公路的历史，标志着全省县县
通高速的“十三五”规划目标提
前完成。巨单高速是国家德上高
速一部分，连接山东菏泽巨野
县、成武县和单县，是山东省高
速公路“8418网”中“纵七”的组
成部分。“农行菏泽分行累计为
巨单高速公路投放各类贷款25
亿元，其中周转贷款5亿元，项目
贷款2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工程
建设。”农行菏泽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宋光涛说道。菏泽作为山东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加快交通基
础设施补短板成为近年来全市
重点工作之一。农行菏泽分行坚
持将高速公路项目作为全行重
点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仅
2019年该行就新增投放巨单、枣
菏两条全市重点建设高速公路
项目银团贷款65亿元。目前该行
已同包括巨单高速在内的域内
在建、拟建高速等均建立了合作
关系，运作贷款总额超过200亿
元。

2020年1月12日下午，农行
聊城兴华支行2020万元贷款顺
利划付山东聊泰黄河公路大桥
有限公司。看到资金入账的短信
通知，驻扎在东阿县刘集镇位山
村的大桥公司财务负责人舒了
一口气，目光投向窗外繁忙的建
设工地。在不远处奔流东去的黄
河河面，一座总长7143米、总投
资10 . 3亿元的现代化特大公路
桥梁正在飞架南北，联结起聊城

市东阿县的刘集镇和泰安市东
平县的斑鸠镇，成为建设中的聊
泰高速公路的重要一环，满足聊
城、泰安、济宁、菏泽等地区的交
通运输、物资流通和经济发展需
求，改变山东省西部地区交通基
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不利局面。自
大桥项目成功获批以来，农业银
行聊城兴华支行成立服务专班，
积极对接项目需求，成为总金额
8 . 15亿元的银团贷款业务牵头
行，并于2019年6月顺利发放第
一笔贷款4700万元。截至目前，
农行已累计对该项目发放贷款
1 . 25亿元，有力地支持区域交通
设施升级。

2019年8月1日至今，农行聊
城东昌府支行成功为高东高速
高唐至东阿段20亿元项目贷款
提款5亿元，为该项目的开工建
设提供了最有力的金融支持。高
东高速项目是山东省“十三五”
规划重点工程，被列入2020年山
东省重点项目库。该公路项目建
设期间，农行山东分行、聊城分
行高度重视，加班加点提供政策
指引和智力支持。在省市支三级
行的全力攻坚下，聊城东昌府支
行加快贷款投放，缓解了项目建
设资金筹措难题，为当地高速公
路网快速搭建做出了积极贡献。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小瓦
屋至坊上段路面平整，绿化美
观，这条路是附近村民出行的主
要道路。小瓦屋村70多岁的村民

李有金感叹：“以前路窄、岸高，
路面坑坑洼洼，路基下沉，车辆
在上面行驶很不安全，改造后新
安装了防护栏、导向标识，路面
平整了，村民出行的安全感大大
增强了！”枣庄市农村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是农行
枣庄分行贷款4 . 2亿元支持下完
工的。该项目可升级改造村级道
路7246公里，危桥140座，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设置3659公里，惠及
80多万农民。以单车道通村公路
拓宽改造以及乡道危桥改造为
重点领域，进一步提升农村公路
安全条件、通畅水平、沿线环境，
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瓶颈路”、

“老旧路”、“断接路”带来的拥堵
问题，缓解农村交通压力，对保
障群众出行和学生上学路上安
全，打造“畅、洁、舒、美”的出行
环境，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

2019年底，农行济宁分行为
山东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发放银团项目贷款2亿元，
用于日照(岚山)至菏泽公路枣庄
至菏泽段项目施工建设。山东葛
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
葛洲坝集团下属子公司，该公司
承建枣荷高速项目。枣荷高速东
起京泰高速滕州北，西至日兰高
速牡丹区，全长177 . 5公里，估算
投资142 . 2亿元。随着工程的不
断推进，该行将后续为该项目再
投放10亿元贷款。

农行山东分行支持路桥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铺平道路”

记者在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了解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山东各级国库创新工作机
制，充分依托“山东省电子退库
系统”，实现退库业务“高速度、
高精准、零接触”，为纳税人提供
了便捷、高效的退税服务，有力
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需求。
2020年截至3月22日，山东全辖
国库顺利完成退库业务共61423
笔，涉及纳税人37236户，退税金
额167 . 56亿元。

据了解，山东各级国库充分
依托“山东省电子退库系统”，以
加盖“电子印鉴”的电子信息流

转替代纸质凭证传递，国库审核
退库资料的时间由原来的2个工
作日缩短到即送即审，退库业务
一般不超过半个工作日即可处
理完毕；借助系统的逻辑审核介
入功能，自动核对退库凭证要素
的全面性、关联要素的一致性、
电子印章的合法性，在免除纳税
人现场申办退库业务的同时，实
现了退库审核质量和效率的双
提升。

面对疫情防控造成的人员
流动不便，辖内部分国库从实际
出发，推进“容时容差”机制，在
确保资金安全和制度规范前提

下，采取“先办理后补正”的方
式，实现退税资金及时到账。国
家金库滨州市、潍坊市中心支库
秉承“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
则，对企业所需退库资料提前进
行电话沟通和指导，做到“一次
办好”；针对紧急业务采取“先办
后补”的方式，保障在疫情期间
提升退库业务办理效率。

此外，为加快退税办理进
度，辖内部分国库简化流程，进
一步优化企业退税环境。国家金
库临沂市中心支库联合财税部
门对辖内46家重点企业进行线
上调查，主动了解企业复工复产

难点，“减接触不减沟通”，对企
业退税需求进行统计，优先办理
资金需求迫切、出口退税金额较
大企业的出口退税业务；对涉及
防护用品、医疗药品生产、物流
运输、生活物资供应等企业实行
简易退税流程，第一时间将退税
资金拨付到企业手中。国家金库
滨州市中心支库认真落实《山东
省国库预算收入退库审核办法》
有关规定，按照退库类型对退库
资料进行再简化，最大程度地减
少资料报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国库便捷高效退税，支持企业资金需求

近日，由兴业银行独立

主承销的山东公用控股有限

公司 ( 下称“山东公用” )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成

功发行，金额5 . 5亿元，期限

3年，发行利率5%。

据悉，受疫情影响，民

生环保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面

临着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

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兴

业银行发挥绿色金融专业优

势，“商行+投行”并举加大

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综合运

用集团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

务，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

为环保企业发展增添动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收

官之年，兴业银行济南分行

绿色金融以“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为导向，加强水务水

利、清洁能源、固废危废、

公共交通等节能环保重点行

业细分领域研究，积极对接

客户需求，加快业务推进，

绿色融资投放进展迅速。今

年以来，已经累计投放绿色

融资50 . 2亿元，绿色融资余

额达到649 . 29亿元。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

“商行+投行”

助力绿色金融

2019年，山东省实现县县通高速。2020年，是山东省交通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投资最多
的一年，全社会交通建设计划投资1842亿元，全省高速通车里程达到7400公里。农行山东分行紧跟省委省
政府规划部署，聚焦重点项目和工程建设，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助力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

财经资讯

为有效落实山东省委、省
政府关于企业金融辅导工作的
相关部署，打通金融政策落地
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企业尽
快复工达产。近日，山东中行在
全辖成立多层级“企业金融辅
导队”，走进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走访，向企业宣导优惠政策，针
对企业提出的需求提供相关建
议，并根据企业具体情况，一户
一策制定授信合作方案。

据了解，山东中行将分层构
建省市县三级金融辅导体系，根
据“属地结对、就近辅导”的原则，
形成覆盖广泛、结构优化、布局合
理、服务高效的金融辅导网格。目
前，中行山东省分行已经组织成
立了4支省级金融辅导队，对接全

省80家企业。同时，山东中行还将
陆续成立市县两级约150支金融
辅导队，择优遴选市级、县级金融
辅导员，积极参与金融辅导，服务
辅导当地企业，促进企业尽快复
工达产和重点项目建设。

中行德州分行第一时间成
立14支金融辅导队伍，选派经
验丰富的 4 2名客户经理成为
金融辅导员，帮扶对接70家企
业，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精准
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3月10
日，该行辅导二队来到齐河县
某钢铁企业生产现场，开始对
企业进行沟通辅导。该企业原
材料铁矿粉以进口为主，春季
正是流动资金需求旺季，但受
疫情影响，1 - 2月份的产品销

售和资金回笼较往年有所滞
后，产生了资金缺口。了解到
情况后，金融辅导队及时向分
行进行了汇报，并与企业沟通
制定解决方案，当天晚上即上
报省行申请进口开证授信额
度，第二天就获得批复，为企
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企业对金
融辅导队的工作质效以及中
行速度连连称赞。

中行东营分行在全行公司
金融、交易银行、普惠金融、信
贷管理、风险管理等部门中筛
选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专业技
能及服务意识的精兵强将，最
终形成多部门、多条线组成的
综合性金融辅导队。为及时传
递金融政策，切实发挥金融辅

导队桥梁纽带作用，该行辅导队
员在实际工作中结合自身业务
优势，重点就企业融资服务平
台、银税互动、应收账款质押、首
贷培植、引导基金、融资担保等
金融政策及贷款风险补偿、上市
奖励、保费补贴等财政政策进行
宣讲，不断提升银行为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截至目前，该
行已对两家配对企业完成850万
元新增贷款的投放。

据悉，山东中行将把企业金
融辅导员制度作为一项常态化
工作，持续做好金融政策的“宣
传员”、金融服务“推广员”、企业
需求“走访员”、问题解决“推动
员”，为山东省实体经济发展贡
献中行力量。 (刘昭)

山东中行构建省市县三级金融辅导体系
打通金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进企业复工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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