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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前服务，全力保障复工复产。中行
济南分行主动担当，靠前服务，全力支持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期间，该行
迅速对接“全国重点防疫企业清单”客户，
秉持“特事特办、特事快办”原则，开辟专
属绿色通道，先后为5家国家重点防疫企
业，发放3400万元；对受疫情严重影响的
普惠型小微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支持受
困企业恢复生产经营，一次性总量延期42
户，涉及金额近3亿元，为企业纾困解难雪
中送炭；精准施策，先后支持省市级重点
企业61家，金额近4亿元，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

优化流程，高效放款助企战“疫”。威
海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是“百行进万企”
融资对接清单中的客户，疫情暴发以后，
企业及时响应政府号召，迅速组织人员复
工复产，加急生产医用口罩，但由于原材
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紧缺。中
行威海分行在与企业对接过程中了解到
上述情况后，立即安排客户经理上门调
查，当周便将方案提报至省行，省行授信
审批部门优化审批流程，开辟专项审批通
道，两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授信审批200万
元，及时保障了防疫企业的资金需求。

问需于企，深化银企对接成效。疫情

发生后，中行东营分行积极对接疫情防控
重点企业，为其开辟业务绿色通道，与时
间赛跑快速响应企业融资需求，加班加点
实现贷款批复。在与某节能科技企业对接
过程中，针对企业提出的批复变更需求，
中行东营分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仅用两
天时间下发新批复，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资金支持，一解企业燃眉之急。截至4月
末，该行累计为8家企业叙做贷款总量延
期，合计金额5000多万元；为3家企业叙做
贷款本金延期业务，涉及贷款金额近3000
万元；为2家企业叙做借新还旧业务，涉及
金额近2000万元。 (房寅晓)

山东中行持续推进“百行进万企”
共克时艰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中医药救治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
要的作用，当前又在为全球战疫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帮
助中医药企业把握发展的有利
时机，实现“以融促产、以产促
融”协同发展，将光大银行打造
成中医药领域的特色银行，光大
银行广泛调研，深入了解中医药
行业特点及产业链金融服务需
求，研究制定并推出“阳光本草”
系列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覆盖中医药全产业链，包括八大
类别、12个金融服务子方案，全
力支持中医药行业发展。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光
大银行主动加大对中医药行业

的信贷支持力度，已累计向中医
药行业客户提供了近42亿元授
信支持。日前，南昌分行与江西
省中医药管理局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将在未来三年内对江西省
中医药产业领域投入不低于100
亿元的资金；石家庄分行和北京
分行分别对莲花清瘟生产企业
进行了调研走访，并与企业在资
金结算、国际贸易、资本投资等
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光大银行还将持续加大对
中医药行业优质客户的金融支
持力度，不断丰富“阳光本草”产
品系列，全力打造中医药领域特
色银行，为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
创新发展贡献光大力量。

打造中医药领域的特色银行

光大银行推出“阳光本草”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为进一步支持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近日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
告，将5月底即将到期的降低小
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的政
策实施期限延至年底。在此期
间，增值税征收率由3%减按1%
执行。根据2019年相关税收数

据测算，该政策延期后，预计
可再减轻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税费负担60多亿元，对进一步
减轻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负
担、助力复工复产、稳定扩大
就业将发挥积极作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通讯员 孙健)

降低增值税征收率政策延至年底

预计可再减轻税费负担60多亿

疫情发生以来，山东省财政
厅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全力
保障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

积极落实“减税降费”

疫情发生后，山东省在全国
率先明确了17项支持疫情防控税
费优惠政策，并积极落实国家陆
续出台的系列优惠政策，聚焦支
持防护救治、防控物资保障、鼓励
社会捐赠、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
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截至目前，全省已确认13批疫情
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可享受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优惠，对18家企
业价值3465万元进口医疗器械免
征关税，对171个医疗器械产品免
缴注册费1262万元，确认193家公
益性社会组织及红十字会获得税
前扣除资格。初步预计，各项税费
减免政策全年将为市场主体新增
减负700亿元左右，对激发市场活
力、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将发
挥重要作用。

推进政府采购“便利化”

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疫
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部署安排，
最大程度减流程、减环节、减手
续，全力保障应急救援设备和物
资及时供应。一是第一时间开启
政府采购绿色通道。1月26日紧下
发通知，全省开启应急救援设备
及物资采购绿色通道，不编预算、
不批进口、不走流程，全力保障防

疫抗疫设备和物资的及时供应。
二是支持创新产品采购。采购人
凡采购《山东省政府首购创新产
品目录》内同类产品的，只有一家
供应商的，可按单一来源方式采
购；有两家或以上供应商的，可采
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方
式采购。三是加快完善政府采购
网上商城。四是实行预付款制度。
要求各采购单位在政府采购合同
中约定预付款，预付款比例原则
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30%，于政府
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
件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

加快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

按照“应上尽上、能快则快”
的原则，简化上线申办手续，前移
技术对接关口，推行线上受理流
程，全省新增上线单位4842家，电
子票据改革覆盖面进一步拓展。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要求，突出抓好慈善捐赠、非税收
缴、社保缴费等与抗击疫情相关
领域的财政电子票据改革。截至4
月24日，全省共开具财政电子票
据140余万份，在提高办事效率、
强化财政监管、降低行政成本的
同时，极大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紧盯“跑一次”为上限、“不用
跑”为常态目标要求，推进财政电
子票据管理改革向全领域、各级
次拓展，力争年底前省市两级电
子票据管理改革覆盖面达到
100%，确保改革红利尽早惠及社
会公众。

大力精减优化审批事项

一是大力精减审批材料。积
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安

排，全面取消纸制材料提供要求，
全程实施“一窗办理”“一网通
办”，推广零见面、零接触服务，保
证疫情期间会计师事务所行政审
批服务正常运行。二是优化行政
审批服务。修改完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和变更服务指南，制
作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备案
工作流程图，最大程度方便办事
人员查询使用。三是压缩审批时
限。将执业许可办理期限由不超
过30个工作日压缩至15个工作
日，将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在山东
临时执行审计业务审批办理期限
由不超过20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
工作日，全面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送政策上门服务企业

组织梳理中央和省出台的支
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财税
政策88项，发布政策落实《操作指
南》，列明政策内容、政策依据、扶
持范围和对象、服务流程等，便于
企业“一图导航”快速获取政策

“干货”。联合省税务局组成16支
“服务队”，多数由厅局级领导带
队，经集中培训后，分赴省属企业
和15个市开展政策宣传服务，累
计发放政策汇编4000本，现场解
答问题500余个。通过“一对一”讲
解、“面对面”服务，促进优惠政策

“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在省“服
务队”引导下，各市县同部署、同
组织、同开展，财税联手、各级联
动，如济南市开展“千名干部进万
企”专项行动，德州市打造优惠政
策“中央厨房”，滨州市开展“政策
落实周”“政策宣传辅导周”“政策
落实改进月”等，有效打通了政策
落地“最后一公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通讯员 郝小庆)

山东省财政厅聚力“放管服”改革
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近日发布
2020年4月山东省金融运行基本情
况 。全 省 本 外 币 贷 款 余 额 为
92489 . 3亿元，同比增长12 . 7%，增
速创65个月以来(2014年12月以来)
新高。

其中，本外币贷款增速继续
回升。1-4月份，本外币贷款增加
6163 . 7亿元，同比多增2262 . 7亿
元，增量已达去年全年增量的
75 . 6%。其中，4月份增加1071 亿
元，同比多增606 . 2亿元。分币种
看，1-4月份全省人民币贷款增加
5859亿元，同比多增1935 . 7亿元，
其中，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953 .1

亿元，同比多增504 . 2亿元；1-4月
份外币贷款增加38 . 9亿美元，同
比多增33 .6亿美元，其中，4月份外
币贷款增加18 . 3亿美元，同比多
增15 .6亿美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势放
缓，4月末全省本外币住户贷款余
额31033 . 7亿元，同比增长18 . 3%，
比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1-4月
份增加1599 .9亿元，同比少增44 .2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保持平稳
增长，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59836.3亿元，同比增长10.8%。1-4
月份增加4580 . 1亿元，同比多增
2300 .8亿元，其中普通贷款(短期+
中长期)增加3688 . 9亿元，同比多
增2154 . 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768.8亿元，同比多增100.5亿元。
本外币存款快速增长。4月末

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112111 . 5亿
元，余额同比增长10%，分别比去
年同期和去年末高0 . 6和1 . 4个百
分点。1-4月份，本外币存款增加
7372 . 7亿元，同比多增1927亿元，
增量已达去年全年增量的89 .1%。
分部门看，1-4月份，全省住户部
门存款增加4365 .4亿元，同比多增
649 . 3亿元，其中4月份下降836 . 9
亿元，同比多降130 . 3亿元。1-4月
份，全省广义政府存款(机关团体
存款+财政性存款)下降78 .2亿元，
同比多降187 .5亿元，其中4月份增
加333 . 2亿元，同比多增326 . 1亿
元。

1-4月份山东贷款增量6163 . 7亿元

达去年全年增量的75 . 6%

2020年以来，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认
真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及山东银保监局等监
管部门的相关文件要求，切实践行大行责
任担当，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持续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精准有序扎实推
进“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与中小微
企业共克时艰，为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贡
献中行力量。截至4月末，中国银行山东省
分行应对接客户数为38048户，其中已填报
户数为37836户，进度99 . 44%，同意回访数量
为2522户，累计为7600余户中小微企业提供
贷款支持，合计金额近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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