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在山东高青县黄河岸边
刘王村的刘福起，自2015年开
始承包本村土地，依靠黄河水
种植水稻，成立了淄博聚厚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了“刘
王庄”黄河大米商标，自产的
优质黄河大米因为口感好在当
地小有名气，并成功销往淄
博、滨州、东营等地各大超市
商场。眼下正值水稻插秧时
节，农资需要资金，人工费也
得现支。“一年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现在，田里育好的苗必须
这个时节插秧才行。”前不
久，刘福起对上门调查的农行
客户经理说道。农时不能延
误，农行高青县支行客户经理
迅速整理资料，开启绿色审批
通道，成功为刘福起申请农村
生产经营贷款30万元。资金及
时到账，稻苗如时耕种，看到
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刘福起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仿佛
看到了秋天的丰收。

今年以来，农行山东分行
认真做好粮食安全领域金融支
持，支持粮食稳产保供。他们
与省农业农村厅等涉农主管部
门建立工作联系机制，下发粮
食安全重点企业名单，指导分
行加强金融服务力度。将粮食
安全重点领域贷款投放纳入分

行绩效考核，推动分行加大粮
食领域贷款投放。据了解，截
至6月末，该行支持粮食安全领
域法人贷款余额达到 6 9 . 9亿
元。

疫情发生以后，农行山东
分行立即出台支持农产品稳产
保供相关政策，在客户准入、
办贷流程、审批方式、利率定
价、抵押担保、贷款约期、经
济资本计量等方面给予专项支
持。该行倾斜安排信贷资源，
按月监测督导信贷投放进展，
及时在分行间调剂信贷规模，

足额满足粮食安全领域资金需
求。他们将涉农主管部门确定
的农产品稳产保供重点企业名
单，逐级逐户确定专人，摸排
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生产经
营状况及现阶段金融需求，用
足用好专项支持政策。截至6月
末，全行涉农贷款3 1 1 6 . 5亿
元，增加136 . 3亿元。支持农产
品稳产保供重点客户34户，累
计发放44 . 3亿元。

农行山东分行提升业务办
理效率，简化粮食安全相关信
贷业务审查审批流程，建立审

查审批绿色通道，优先办结、
限时办结，确保贷款及时投
放、不误农时。今年“三夏”
期间，各分支机构主动对接相
关部门和县区、乡镇，及时了
解种粮大户的金融需求，并积
极对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形成了从育种育苗、种植、收
购、仓储、加工全产业信贷支
持链条，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今年山东夏粮增产，怎样支持
小麦收购，保障农民增收成为
农行山东分行关注的问题。农
民黄立友经营从事粮食收购、
销售已有6个年头。今年，他计
划夏季收购小麦2000万斤，但
既使想尽办法，仍然存在不小
的资金缺口。这时候，农行阳
谷县支行个贷中心经理杨鹏主
动找上门来，询问他经营及资
金运转情况，介绍惠农贷款等
产品。没过几天，农行联合省
鲁农担公司共同对其展开现场
调查，认为他符合贷款要求，
当场列出单清让他准备资料。
又过几天，农行便以优惠利率
向他发放“鲁担惠农贷”200万
元。

粮食丰产离不开肥料保
障。山东农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大肥业财务负责人于晓华
说：“多亏了农行提前给我们

发放的贷款，让我们有充足的
资金保障生产。”复工复产以
来，该公司生产的“腐植酸+”
系列产品深受市场欢迎，但原
材料和物流成本的上涨，让流
动资金紧张成为制约企业生产
的难题。农行泰安分行获悉企
业需求后，在省分行支持下，
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组成
分支行跨层级、跨部门的柔性
团队，加班加点为企业整理评
级分类、授信用信申报手续，
并在授信批复后的24小内将首
笔 3 0 0 0万元贷款资金投放到
位。

农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邵
静河表示，农行通过加大农产
品稳产保供投放力度、创新推
出“强村系列贷”产品等措
施，牢固树立信贷支农服务意
识，建立支农信贷投入稳定增
长机制，提高粮食生产的金融
服务水平。同时，创新构筑服
务乡村振兴“示范村”项下
“五覆盖 一力争”工作体
系，解决好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农民等粮食生产主体“贷
款难”问题，建立农业银行支
农服务的有效渠道，努力打造
金 融 服 务 粮 食 生 产 “ 新 生
态”。

(朱沙)

农行山东分行:

以高效服务优化粮食产能
农行山东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益虎表示：“保粮食安全是重大的政治责任，是国家的生命线。近年来，我们以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通过优化提升金融服务，扎实做好粮食生产、加工和流通全产业链金融服务，为
粮食安全提供金融服务支撑，不断促进粮食产业加快发展。”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文旅部、地方政府等相关
部门陆续出台政策重振旅游经
济。为与旅游出行企业共渡难
关，助力持卡人重拾未能完成
的旅行，光大银行信用卡启动
“阳光云游”计划，投入千万
资金联合携程、途牛、中青
旅、曹操出行、飞常准、龙腾
出行、一嗨租车等多家旅游出
行企业，为持卡人安全便捷出
行、舒适特惠出游提供贴心服
务。

出行方面，光大信用卡已
与飞常准、曹操出行、一嗨租
车及龙腾出行等企业携手，推
出机票、火车票、租车、接送
机、用车服务与礼宾车服务等
商旅出行方面优惠活动，如飞
常准机票满500元立减100元，
一嗨租车满500立减150元等，
为客户安心舒适出行提供服
务。

旅游方面，光大信用卡携
手携程、途牛、中青旅，针对
酒店预订、景区门票、周边游
等开展特惠活动，如中青旅旅
游产品满300元立减120元，途
牛满400元立减180元，携程旅
游门票满99元立减50元等，让
持卡人的周边游总有光大信用
卡相伴。

随着跨省游重启，光大信
用卡第一时间与中青旅、途牛
等多家旅游平台开展一系列针
对跨省游的旅游特惠活动，从
跟团游到自由行，为计划出行
的持卡人提供贴心服务。

光大信用卡启动

“阳光云游”计划
产融结合助力旅游经济复苏

今年以来，中信银行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积极提升实体经济
服务质效，加大对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支持力度，走出“稳企业
保就业”五步棋，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一是推出“阳光计划”“护卫
计划”助力企业防疫抗疫。对于
受到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但
长期前景看好的典型企业以及
抗击疫情领域的优质客户，中信
银行给予分行差异化审批权限、
加大考核利润补贴力度、放宽存
贷比，加大信贷资源支持力度，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截至2020年
6月末，中信银行金融支持防疫

抗疫领域对公客户2176户，累计
贷款投放860亿元。

二是积极承销疫情防控债，
发行多地首单项目。中信银行发
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积极推进

“疫情防控债”承销工作，在工作
力度和速度上均采取最高级别
响应，上半年累计承销“疫情防
控债”38单，融资金额268亿元，
包括为物美集团发行全国首单
疫情防控专项债，募集资金全额
驰援疫情防控，发行北京、天津、
浙江、山东、河南、安徽、宁夏七
省(区、市)首单项目，全面支持
了医药供应、防护品生产、医废
处理、民生保障、出行保障等抗

“疫”领域。
三是加大制造业贷款投放。

中信银行出台了促进制造业贷
款业务高质量发展、加强制造业
贷款补贴支持等各项政策文件，
实施了优化授信政策和授权、加
大贷款定价补贴、配置行长奖励
金等多项具体工作措施。同时，
增设贷款规模增长考核指标，引
导全行制造业贷款稳步增长。截
至2020年6月末，按人行统计口
径，中信银行制造业对公中长期
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幅11%，制造
业对公信用贷款余额较年初增
幅30%。

四是助力民营企业稳步发
展，加大费用减免。中信银行设
置对公民营企业融资考核指
标，强化管理激励；加强服务收
费管理，加大对民企融资费用

的减免力度。上半年对私人控
股企业累计减免的信贷相关费
用达2120万元。截至6月末，中
信银行对公民营企业含直贴贷
款余额9695亿元，较年初增长
492亿元。

五是创新产品解决供应链
上下游中小微客户难题。中信银
行推出“信e融”和“信商票”等创
新产品，降低供应链上企业融资
成本，解决供应链上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截至6月末，“信e链”
为1633家供应商提供35亿元融
资，服务小微企业1467户；“信e
融”自2月上线以来，为25户小微
企业提供1亿元融资；“信商票”
自4月上线以来，为17户小微企
业提供0 . 38亿元融资。

中信银行走出“稳企业保就业”五步棋

7月21日，*ST瀚叶(股票
代码600226)再次以跌停板
开盘，至此，该股以连续15个
跌停板的走势“熊”冠A股市
场。

瀚叶股份因无法按期披
露2019年年报被停牌期间，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被证监
会立案调查。祸不单行，延迟
披露的年报又被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了非标的审计意见，
并 因 此 在 复 牌 后 被 实 施 退
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
为*ST瀚叶。在诸多利空因素
影响下，*ST瀚叶连续遭遇跌
停板。7月16日、7月18日，*ST

瀚叶为了稳定投资者预期，
增强市场信心，先后两次发布
回购股份的公告，称公司拟定
在未来的12个月内，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1至2亿元，回购
公司股份。同时，公司提示截
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货币
资金仅有7,023 . 44万元。

*ST瀚叶的回购计划对
于巨额的跌停封单而言，显
然是杯水车薪，未能阻止惯
性跌停的步伐。股价跌去50%
以上，投资者却无法卖出，无
奈只能寻求法律救济。北京
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证
券律师杨泉军表示：根据最
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违法
行为被首次公开之后，投资
者因为卖出或持有产生的损
失，上市公司应当赔偿。据
此，在2020年4月30日停牌时
持有瀚叶股份的投资者，复

牌后无论是否卖出，都可以
通过微信 f a l v365咨询维权，
或者等待证监会做出处罚之
后向法院起诉。

同时，司法解释的规定
证券市场整体下跌造成的损
失，可以减轻被告的赔偿责
任，但是根据目前的走势分
析，*ST瀚叶已经严重背离了
大 盘 指 数 和 行 业 指 数 的 走
势，并不存在证券市场整体
下跌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上市公司应当对投资者的损
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5个跌停板！*ST瀚叶难挽颓势
投资者维权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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