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立足市场定位，积极探
索行业客户服务新途径

该行发挥自身网点众多、辐
射面广的优势，积极探索各类新
途径，做好辖内医疗、教育、水电
民生等行业客户的金融服务。通
过上下联动，总行层面结合省联
社相关工作要求，针对行业客户
制定专项服务方案，为基层做好
指引；各管辖行层面结合自身服
务区域内行业客户分布情况，主
动上门，积极对接，并构建长效
服务机制，及时满足客户各项金
融需求。通过开发微信小程序，
已经成功实现水、电、暖、燃及社
保的线上缴纳，极大地减轻了该
部分公共事业单位自身的柜面
服务压力，同时方便客户足不出
户、随时随地办理缴费业务。5月

末，累计代收社保费4 3 2 7笔，
199 . 39万元；代收学费10597笔，
1547 . 63万元；代收电费9118笔，
金额1183 . 13万元。同时，针对各
街道(乡镇)辖内村居实现登记
赋码后的财政性资金管理问题，
开发了银农直联系统并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通过将财政性资金
的划转全部纳入系统管理，线上
划转，分级审批，在有效提升工
作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控操
作风险。目前，该行已为辖内8个
区45个街道的1137个村居部署
了银农直联系统，加挂各级账户
1456户，累计办理各项资金划转
交易12 . 82万笔，金额10 . 68亿
元。

二、紧扣客户需求，不断研
发小微企业融资新产品

针对企业经营实际，研发多
款产品，使企业凭借自身的科技
成果、人才优势、纳税记录等，均
可便捷获得贷款资金，为处于创

业初期、缺乏有效担保、临时周
转困难的企业雪中送炭，充分助
推其快速实现脱困发展。如：专
门用于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的
科研活动的“科技成果转化贷”，
重点支持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所在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
创新创业活动；针对拥有高端技
术人才的企业发放的，用于创新
创业活动资金需求的“人才贷”，
无抵押、无担保，充分转化企业
的人才优势；针对有创业意愿和
能力但存在资金困难的退役军
人发放的“退役军人创业贷”，按
照企业初创期和成熟期，可获得
最高500万元的信用或抵押贷
款，并可享受全额或部分财政贴
息，有效降低企业运行成本；针
对连续正常纳税的中小微企业，
依据其近两年平均纳税总额发
放的“税贷通”，有效解决企业的
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对符合
续贷条件的借款人发放对“续贷
通”，只要在原贷款到期前提出
申请并经审批通过后，到期无需
偿还本金，仅需重新办理贷款手
续，即可完成还款及续贷。该部
分贷款产品均具有较强的专业
性和针对性，是紧扣特定企业类
型、特殊性融资需求而开发的专
属产品，受到目标客群的一致认
可和好评。截至5月末，已累计发
放科技成果转化贷36户，1 . 15亿

元；人才贷39户、2 . 13亿元；税贷
通299户、6 . 46亿元；续贷通114
户、10 . 55亿元；退役军人创业贷
33户、883万元。

三、因时顺势而变，持续构
建对公金融服务新机制

为助力中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济南农商银行优化金融服务
方式、创新金融产品，支持社会
经济平稳发展。一是畅通申贷渠
道。开通96608贷款申请热线，优
化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公
众号等多种线上申请贷款渠道；
二是推广线上办贷。推广的“人
才贷”、“科技成果转化贷”、“税
贷通”等均为线上产品，可实现
线上申请、线上审批、手机银行
发放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最大限
度满足客户“短、小、频、急”的用
款需求；三是有效减费让利。一
方面降低担保门槛，增加信用类
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积极响应国
家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号召，推动
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断下行，
目前执行利率已达到历史最低
水平，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用
足用好人民银行专用再贷款优
惠政策窗口，累计发放优惠利率
贷款4 . 8亿元；四是明确办结时
限。同时开辟绿色通道，明确办
结时限，且明确各受理环节联系
人，及时对接跟进，不断提升办
贷效率。(通讯员 刘洋 李铭)

济南农商银行优化金融服务
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近日，山东省级财政下达
高耗能奖补资金3 . 24亿元，对
焦化、化肥行业化解产能给予
综合奖补，引导各市加快高耗
能行业布局调整和产业升级步
伐。其中，下达枣庄、潍坊、
泰安、滨州、菏泽等5市焦化产
能退出综合奖补资金 2 . 0 4亿
元，支持退出焦化产能455万
吨；下达潍坊、泰安、聊城等3
市化肥产能退出综合奖补资金
1 . 20亿元，支持退出化肥合成
氨产能63万吨。

山东省级财政

支持高耗能行业

调整产能布局

1-5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3320亿元，比2020年和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19 . 2%、11%。其
中，税收收入2499亿元，比2020
年 和 2 0 1 9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26 . 9%、10 . 1%。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4389亿元，比2020年和
2 0 1 9年同期分别增长 7 . 6 %、
1 . 5%。5月份当月，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586亿元，比2020年和
2 0 1 9年同月分别增长 7 . 7 %、
8 .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25亿
元，比2020年同月增长4 . 8%，比
2019年同月下降1 . 4%。

全省财政收支

持续较快增长

今年以来，为有效提升中
小微企业服务效能，济南农商
银行紧紧围绕省联社党委

“123456”总体工作思路，积极
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秉持“精耕普惠 服务立
行”的企业使命，打造快速服
务银行，大力创新服务中小微
企业信贷产品，积极优化服务
模式，主动降低企业客户融资
成本，全力解决好各类小微企
业普遍反映的“融资难、融资
慢、融资贵”难题。

深耕供应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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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先行，多层次
产品体系服务实体经济

山东中行 充 分 发 挥 全 球
化、综合化专业优势，搭建了
多层级、多模式、多产品方案
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体系，以优
质的金融服务支持山东发展。

通过应收账款保理、票贴现
等方式，为产业链上游中小企
业、民营企业解决“先货后款”
模式下的资金占用问题；通过上
游企业所获订单为基础进行订单
融资，满足企业“先款后料”经
营周转需要；通过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国内信用证、预付款融资
等方式，为产业链下游中小企业
和民营企业获取货物、支付货款
提供信贷支持。

截至5月末，山东中行已累
计为山东省内超600家实体企
业，发放内贸下供应链融资超
130亿元。

创新驱动，高效融资
助力外贸企业行稳致远

山东中行充分发挥外贸金融
主渠道作用，创新供应链金融服

务模式，为省内外贸企业提供在
线跨境融资服务。

利用区块链、标准端口直联
等金融技术，为客户提供数字
化、场景化、智能化的供应链金
融服务。自外管跨境区块链服务
平台上线后，山东中行借助该平
台对原有出口融资产品进行创
新、提效。通过供应链融资系统
与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
“单一窗口”的系统直连，简化
现有出口融资产品线下审批材
料，并优化业务审批流程，大幅
提高出口融资放款效率。

2020年以来，山东中行已为
超50家出口企业办理出口融资
1500余笔，累计投放信贷已超
8 . 5亿美元，业务发生额位居全
省金融机构前列。

精准施策，定制方案
助力优势产业链优化升级

山东中行结合山东新旧动能
转换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聚焦
省内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医疗、

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精准施

策，提供定制化供应链金融服务

方案的同时，加大对产业链内中

小微企业的综合信贷支持。

聚焦省内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链，综合运用保理、票据、信用

证等金融工具加大对核心企业上

下游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

聚焦省内现代医疗体系产业

链，构建医疗供应链金融场景，

打通医院-医药流通企业-制药

企业全产业链，借助科技赋能，

为各方主体提供全流程线上融资

支持。

聚焦省内精细化工产业链，

针对省内精细化工行业园区化、

规模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定

制差异化供应链金融服务方案，

支持省内重点化工企业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

“一体两翼”，综
合经营多维度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

山东中行充分发挥中银集
团“一体两翼”综合经营优
势，以覆盖全球61个国家和地

区的境外服务网络，为省内实

体企业提供多维度的供应链金

融服务支持。

从客户利益出发，联动海外

分支机构为省内外贸企业提供低

成本跨境外币供应链融资，主动

向供应链各方减费让利，并配套

汇率、利率、商品等领域的综合

保值策略，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财

务成本，截至5月末，实现联动

融资投放超4 . 6亿美元。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发挥中

银集团综合化经营优势，联动中

银保险有限公司，借助信保融资

模式，满足省内重点企业应收账

款出表需求，截至5月末，实现

信保融资投放超10亿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

代背景下，山东中行将紧跟国

家战略部署，与各界朋友携手

同行，全面提升供应链金融服

务能力，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贡献

金融力量。

(通讯员 滕超)

为深入贯彻国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决策部署，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聚焦山东省内优势产业领
域，以中国银行“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十五条措施”为行动纲领，围绕产业链核心企业为上下游提
供基于国内供应链、跨境供应链的多链条金融解决方案，支持山东重点产业集群“延链”、“补链”、“强链”、“固固链”。

2021年以来，山东中行依托集团涵盖境内外、本外币、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累计发放供
应链融资超1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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