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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知浪潮集团为建
设国家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提
供技术支持等项目启动后，迅
速制定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
高效投放贷款21亿元，有力保
障了平台建设的资金需求。”
农行济南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今年以来，济南分行围绕
新旧动能转换、自贸试验区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和新基
建，为省市重点项目全力做好
综合金融服务。该行在同业率
先成立先行区支行，迁址设立
自贸区支行，重点支持了济南
轨道交通、“三桥一隧”、小
清河复航、鲁南高铁等山东

省、济南市重大项目，以及
“云计算”、新能源等先进制
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同时，
为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
成本、降杠杆，该行还为当地
重点项目、客户提供“股债贷
基租”等全方位金融支持。到6
月末，济南分行中长期项目贷
款和服务企业直接融资超过500
亿元。

济南分行有效解决民营企
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全面推进“便捷
获得信贷行动”，推行“提级
调查”“容缺审批”“限时办
结”“尽职免责”等机制，并
针对疫情特点，推出了“纳税e

贷”“抵押e贷”等低利率、纯
线上特色服务产品。该行还在
全国农行系统和金融同业中打
造了“数据网贷”服务模式和
品牌，打造8个核心客户商圈，
带动服务小微企业320户。武先
生是一家餐饮企业的负责人，
今年企业复工复产后，面临着
工资、房租、水电费的压力，
资金比较紧张，又没有抵押
物，但一直正常纳税。济南分
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迅速
为其办理了“纳税e贷”，解了
企业的燃眉之急。

“农业银行今年推出主要
针对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强
村贷’以后，我就一直比较关

注。老百姓手里有点闲钱了，
但是你想让她们把钱拿出来搞
经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
了这个贷款品种以后，我们用
村党委的信誉帮助合作社贷
款，老百姓看到盈利了，她们
经营的主动性也就上来了。”
山东省妇联副主席、中共山东
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济南
三涧溪村党委书记高淑贞说。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农行济南分行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不断加大县域贷款
投放力度。该行打造服务“乡
村振兴农行品牌”，在同业中

创新推出“强村贷”“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贷款”等“三农”
金融服务产品；构建了“惠农
e贷”网络融资、“惠农e付”
支付结算、“惠农 e商”电商
服务等互联网服务“三农”体
系。该行坚持“特色扶贫”
“产业扶贫”和“引智帮扶”
相结合，在全国金融同业探索
出黄河滩区迁建商业化运作模
式，提供项目贷款近10亿元；
该 行 大 力投放“精准扶贫贷
款”等产业扶贫服务产品，先
后派出24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贫
困乡镇挂职，助力当地脱贫攻
坚。

(陈东林 朱有康)

农行济南分行:

服务实体经济,勇做同业“排头兵”
今年以来，农行济南分行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初心和使命，通过实施重大项目、创新金融、普惠

金融和县域投放“四轮驱动”，服务实体经济和“六保六稳”取得显著成效。截至6月末，该行实体贷
款较年初增加143 . 3亿元，在济南大型银行中创出了中长期项目贷款增量，服务企业直接融资额，小微
企业贷款增速、新增客户数，非房个贷增量、增速，县域贷款余额等“五个第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頔

按照分类评级
在核准区域开展业务

《监管办法》所称民间融资
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经批准开
展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或民间融
资登记服务业务的法人机构。
包括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民间
融资登记服务机构两类。

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是指民
间资本管理公司针对实体经济
项目开展的股权投资、债权投
资、短期财务性投资、资本投资
咨询等业务。其中，债权投资是
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取
得债权、获取收益为目的进行的
6个月(含)以上的投资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依法购买债券的投资
行为、依法向借款人借出本金并
按约定收回本金及其收益的投
资行为；短期财务性投资是指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取得债
权、获取收益为目的进行的6个
月以内的投资行为，包括但不限
于依法购买债券的投资行为、依
法向借款人借出本金并按约定
收回本金及其收益的投资行为。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经营规
范包括:一是规定了主要经营规
则，包括融资比例、经营区域、投
资限额、投资方向等。二是明确
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对投资资金
实行专户管理。三是明确公司治
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催收制
度、信息统计、信息披露等经营
管理要求。

民间融资机构应当在核准
的区域内开展业务,未经批准不
得跨区域经营。

信息充分披露
规范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是

指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以信
息中介或信息平台形式，向社会
公众提供资金供需信息以及相
关资金融通等配套服务的业
务。

通过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
构的融资行为，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出借方出借资金须自有
合法并出具承诺书，原则上单
笔不低于2万元、不高于300万
元。承诺书内容应当包括但不
限于：出借资金自有合法；当
事人对合同所载明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知
悉合同中约定的以及相关法律
规定的权利义务，自愿承担由
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合同履行
过程中，若产生争议，通过合
法途径解决。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应
当向出借方充分披露以下信
息：借入方基本信息，包括年
收入、主要财产、主要债务、
信用报告、借款金额、借款用
途、使用期限、还款来源、还
款方式等情况；融资项目基本
信息，包括项目名称、类型、
期限、主要内容、地理位置、
审批文件等；风险评估及可能
产生的风险结果；已撮合未到

期融资项目有关信息，包括融
资资金运用和借入方经营、财
务、还款能力变化等情况。

单一出借方原则上不分拆
资金借出。单一借入方借入资
金不超过 1 5 0 0万元，且资金
供给方不超过10人。借入方须
保证融资项目真实合法、按约
定用途和期限使用资金，严防
外溢性风险。上次借贷交易未
清偿完毕前，不得再次通过民
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借入资
金。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经
营规范包括：一是规定了民间
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的定位，即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融资信
息匹配后的洽谈、签订合同及
交易行为，应线下进行。二是
规定了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
的基本业务流程。三是规定了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信息披
露有关内容，包括建立信息披
露制度，信息披露范围、信息
披露对象等。四是规定了民间
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的经营规则
及当事人权责等。五是规定了
通过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对
接成功的交易资金，实行第三
方存管等。

山东出台办法监管民间融资机构

让民间融资在“阳光”下运行
记者从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山东省民间融资机构监督管理办法》(鲁金监发

〔2020〕7号，以下简称《监管办法》)近日发布，从准入条件、经营规范、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规范
了民间融资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有助于防范化解民间融资领域风险，促进民间融资机构健康发展。

红太阳(000525)2020年7月7日发布公告称，收到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7月9日，红太阳低开高走，从开盘跌跌0 . 5%一路走高，最终
以涨停收盘，7月10日更是在沪指下跌1 . 95%、中小板指下跌
0 . 69%的情况下逆势上涨2 . 39%。这也让众多本以为遭遇黑天
鹅的投资者看到了希望，但盘中恐慌情绪仍未能完全去除，7月
9日当天红太阳换手率达10 . 05%，7月10日换手率达到9 . 52%。

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证券维权团队沈涛律师介
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红太阳最终被证监会认定信息披露
违法，则因此遭受损失的股民可以要求红太阳赔偿。凡是在
2020年7月6日前买入红太阳股票，并在2020年7月6日收盘时仍
持有的股民，均可通过微信gupiao183向沈律师咨询索赔事宜。

其实红太阳被调查，早已有迹可循。2020年4月29日红太阳
自曝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占用公司巨额资金，后又以疫情期间
审计人员和财务人员无法正常工作为由数次延期披露2019年年
报，最终于6月30日才发布了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意见的
2019年年报。该份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实现营收46 . 14亿元，同
比下滑21 .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 .4亿元。
2019年年报同时显示，公司及关联方向公司控股股东南一农集
团和股东红太阳集团提供资金共计46 . 79亿元，上述事宜未按规
定进行审批和信息披露。

被调查后强势大涨
红太阳投资者仍可索赔

聚焦“大财富管理”的发展
战略，光大银行近年来不断强
化其科技核心能力，全力构建

“数字光大”。记者日前从该行
获悉，继6月份发布手机银行
7 . 0版本之后，光大银行持续加
大移动金融业务升级力度，持
续强化其财富管理银行特色，
于近日将旗下阳光银行APP与
手机银行APP进行整合，阳光银
行APP的功能与服务全部迁移
至光大手机银行APP，进一步实
现开放用户体系，致力于将手
机银行打造成“财富管理银行
核心经营平台”。光大开放银行
服务正式迈入发展新阶段。

自2015年光大阳光银行
APP正式上线以来，光大银行秉
持“开放”原则，按照“走出去、
引进来”双向发展理念，打造开

放银行服务架构。一方面，向外
部平台开放金融产品、数据、技
术，融入合作公司生态中，让金
融服务“无处不在”，以实现更
广泛的业务布放，即“走出去”；
另一方面，将合作伙伴的产品
服务、数据、金融科技能力引入
银行场景中，基于自有平台和
场景打造开放式的“金融+生
活”生态圈，即“引进来”。

两大APP合并后，光大手机
银行在面向全网用户开放注册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降低客户
使用手机银行的操作门槛。客
户如需要购买理财、基金等金
融产品，可直接使用一张主流
银行卡在线开立电子账户进行
操作，大大降低了客户使用光
大手机银行APP的操作门槛，有
效提升客户体验。

在一家民间融资机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信息(资料片)。

光大银行开放银行服务

迈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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