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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泰安各项贷款规模首次超3000亿元
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本报泰安8月4日讯(记者 张泽文 通讯
员 张亢 段淑君) 近日，宁阳文庙街道杜
家村小区自组建楼道“红管家”队伍以来，着
重让身边人解决“自家事”，实现了小区治理
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居住在社区、奉献在小
区、服务在楼道的浓厚氛围。

为激发党群内生动力，延伸社区治理链
条，打通服务社区居民的“最后一环”，今年以
来，文庙街道探索实施“红心筑家”全领域物
业服务提升工程，开展了“楼道红管家·安居
我助力”项目。社区按照“政治素质好、邻里关
系好、协调能力好”的标准，通过个人自荐、联
名举荐和组织推荐，从社区党员、在职党员、
居民小组长、党员群众等基层骨干中选拔了
73名楼道“红管家”，基本确保每个楼道配备1
名“红管家”。“红管家”身兼宣传员、信息员、
服务员、调解员、监督员、示范员“六大员”角

色，做到“四清四报”，成为了小楼道里的“大
家长”。

社区设置了统一的红管家服务公示牌，
明确了90字楼道微公约，“红管家”的姓名、联
系方式一目了然。建立了“红管家”微信群，方
便红管家与社区、物业企业和业委会保持互
联互通，及时上报民情民意，形成了红管家及
时“下单”、物业精准“接单”的闭环服务模式。
对于微信群内无法解决的问题，由网格员汇
总提交小区“家园议事会”商讨，形成了线上
线下服务群众、民情民事即知快办的局面。

项目开展至今，“红管家”利用自身优势，
聚力建设文明楼道、幸福小区，在环境保洁、
信息采集、安全排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贴近群众、积极参与、主动承担、共治
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节节攀升。

宁阳文庙街道杜家村社区

成立楼道“红管家”小康路开“幸福花”

本报泰安8月4日讯(记者 侯海燕)
8月3日，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网站

发布泰山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批后公布。

建设项目名称为：泰山全民健身中
心体育馆、全民健身运动设施楼。建设位
置：花园路以东、擂鼓石大街以南。建设
规模：18922 . 59(2栋4-11层)。建设项目
名称：泰山全民健身中心地下车库。建设
位置：花园路以东、擂鼓石大街以南。建
设规模：地下6886 . 54，地上22 . 2(1栋地
下1层)。

据泰山区教体局和泰山全民健身中
心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泰山全民健身
中心项目建设规划手续已经完成，待雨
季过后即开工建设。

此外，泰山区还在东部规划建设3处
供市民健身活动的大型场馆设施。其中，
泰山冰雪文体中心项目的素质教育中心
气膜场馆已完成，冰场正在施工，预计今
年8月即可投入运营。

泰山全民健身中心
即将开工建设

贷款规模首次超3000亿

主要金融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

2020年上半年，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
支行紧紧围绕落实“六保”、“六稳”工作任
务，引导金融机构全力支持泰安市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7月30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人民银行泰安
市中心支行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市银行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达3001亿元，各项贷
款规模首次超过3000亿元，比年初增加
3 0 2 . 4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
91 . 7%。同时，上半年新增贷款规模为历
年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999 . 8亿元，同比增长17 . 5%，位居全省
第4位。

今年上半年，重点行业、小微企业、涉
农领域等贷款，都得到了重点保障。通过
数字来了解可能更为直观：全市“制造
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新增贷款分别为24 . 4亿元、18 . 8亿
元和16 . 1亿元，同比分别多增37 . 1亿元、
18 . 2亿元和10 . 2亿元；小微企业贷款新增
74亿元，同比多增20 . 1亿元，增长37 . 4%；
涉农贷款新增107 . 8亿元，同比多增76 . 3
亿元，增长242 . 3%。

贷款之外，全市各项存款也保持持续
平稳增长。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
项存款余额4593亿元，比年初增加499亿
元，新增规模为历史同期最高，同比多增
29亿元；比年初增长12 . 2%，增速位列全
省第7位。

开展“金融诊疗”助企行动

金融支持政策精准高效落地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许多企业原
有发展计划，文旅企业首当其冲，很多企
业一度停摆甚至无法熬过寒冬。今年5月
以来，泰安多次召开文旅行业政银企对接
交流洽谈会。在6月6日的“中国银行泰安
分行·泰安市旅行社协会融资对接会”上，
中国银行推出两款贷款产品，部分分期费
率2 . 6%。6月本该是旅行社行业最忙碌的
时候，但受疫情影响，旅行社行业却还处

于“蛰伏”状态，对接会的举行，无疑为旅
行社带去渡过难关的一剂良药。

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郑玉坤说，面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
泰安文旅行业，泰安市中心支行把深化政
银企合作、共渡难关作为总抓手，多次联
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文旅行业专项银企
对接活动，“特别是联合市文旅部门，整合
推出34款‘泰安文旅六保贷’系列产品，召
开信贷产品说明会，有效解决了‘产品好，
但企业不知道、不会用’的问题，有力支持
了文旅行业加快复工复产。”

今年以来，根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形势，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了3000亿元疫情
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
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和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
现额度政策。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快
速行动，推动相关政策在泰安精准、高效
落地。“截至7月10日，引导金融机构使用
央行资金累计向市内2959户经营主体发
放优惠利率贷款60 . 5亿元(去年全年发放
30 . 9亿元)，资金规模创历史新高。”郑玉
坤介绍。

“6月初，人民银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支持计划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
策工具，我们通过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开
展面对面政策解读活动等方式，快速传导
落实上级行要求，一对一指导金融机构优
化相关指标，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政策倾
斜。”郑玉坤介绍，据统计，上半年，全市金
融机构共为490户企业办理延期还本付息
业务85 . 7亿元；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年初
增加18 . 4亿元，增长26 . 7%。

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泰安市中心支
行制定了《泰安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工作方案》，积极开展“金融诊疗”助企行
动，累计对204家暂遇困难的企业给予“诊
疗”帮扶。此外，还持续推进“民营和小微
企业首贷培植”行动。上半年，全市2111家
经营主体首次获得银行贷款，金额22 . 1亿

元，接近2019年全年获贷数量的70%。

无缝续贷、利率下浮

金融让利企业力度明显加大

7月30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来到泰城东部鲁普耐特集团有限公司
车间，机器轰鸣，工人穿梭其中忙碌不已，
仿佛看不到疫情对这里的影响，实则不
然。“我们也经历了转型，今年2月，公司开
始口罩耳带绳的生产，为防疫物资生产提
供支持，并被列为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企
业，获得了快速、优惠的信贷支持。”鲁普
耐特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石晓赟告诉
记者。

石晓赟说，公司自从2002年就开始与
泰安银行合作，今年又从泰安银行获得了
5000万元“无缝续贷”资金支持，同时此次
贷款享受到了支持疫情期间企业生产的
优惠政策，在原利率基础上下浮10%。疫情
期间，银行贷款贷款审批流程提速和利率
下浮的优惠政策，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
成本，形成了资金的“无缝衔接”，对稳定
就业和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作
用。

对于包括鲁普耐特集团有限公司在
内的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和制造业领域，
金融支持必须跟上步伐。据统计，截至6月
末，全市金融机构向48个省级重点项目和
58家省级重点工业企业分别授信113 . 4亿
元、414 . 9亿元；向“工业领军50强”企业提
供的贷款规模达444 . 9亿元，比年初增长
9%。截至6月末，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
438 . 5亿元，较年初增长5 . 9%，扭转制造
业贷款多年的下降趋势；其中，制造业信
用 贷 款 较 年 初 增 加 1 4 . 5 亿 元 ，增 长
53 . 3%。

实体经济贷款利率明显下降，很多公
司与鲁普耐特集团有限公司一样享受到
了“红利”。上半年，全市企业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为4 . 8%，同比下降0 . 4个百分点。

本报泰安8月4日(记者 侯海燕)
2020年专升本录取结果揭晓，泰山护理
学院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医
学影像技术专业、助产专业、药学专业
共327名学生成功升入本科院校，即将
进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滨州医学院、
济宁医学院、临沂大学，齐鲁医药学院、
齐鲁理工学院、山东协和学院、山东英
才学院继续深造。

其中，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录取7人，滨
州医学院录取14人，济宁医学院录取23
人，齐鲁医药学院录取111人，齐鲁理工学
院录取92人，临沂大学1人、山东协和学院
53人、山东英才学院26人。

泰护327名学生
被本科院校录取

本报泰安8月4日(记者 侯海燕) 4
日，泰安市气象局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
警，未来三天雷雨天气“唱主角”。8月7日，
立秋节气，泰安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具体天气情况为：8月5日，多云转阴有
雷雨或阵雨，降水概率60%，南风转北风3到
4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1℃左右。

8月6日，阴有雷雨或阵雨，降水概率
70%，北风转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
最高气温29℃左右。

8月7日，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
伴有雷电，降水概率80%，南风3到4级，湖
面4到5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
28℃左右。

雷电黄色预警
7日局部有暴雨

5月29日，泰安召开文旅行业政银
企对接交流洽谈会，人民银行泰安市
中心支行等部门集中发布市内金融机
构推出的34款信贷产品，以期帮助文
旅企业掌握和运用好政策，抓住政策
红利渡过疫情难关。而这次会议，只是
泰安金融机构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2020年6
月末，全市银行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达3001亿元，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
实体经济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信贷结
构不断优化、各项存款平稳增长，全市
经济持续稳定运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薛瑞 张泽文

在鲁普耐特集团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穿梭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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