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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济宁分行让软实力变成硬通货

“技术流”助力“智”造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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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20日讯(通讯

员 刘海东 ) 3月14日，由中

国人民银行兖州支行推动筹建

的济宁首个金融知识主题公园

开园。

主题公园位于兖州区酒

仙桥南路与东环城路交汇处，

是济宁市首家集金融科普、钱

币文化、人民币反假等于一体

的系统性金融知识宣传基地。

主题公园以“普惠金融 端信

兖州”为主题，总规划为一轴

六区，一轴是时间脉络轴，六

区包括钱币文化区、人民币反

假宣传区、金融知识宣传区、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区和金融

机构区。

主题公园从选址、规划、创

意设计到实地布局，历时5个多

月，精心选取人民币、征信、支

付结算、反电诈、金融风险防范

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

容。在借鉴吸收兖州区金融生

态文化的基础上，主题公园以

文化宣传牌为载体，通过图文

形式直观形象地展现各类金融

知识，让人民群众在游览时潜

移默化地接受金融熏陶，满足

学习掌握金融知识的现实需

求。

下一步，人民银行兖州支

行将发挥好主题公园金融知识

宣传教育“主阵地”作用，办好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促进全社

会形成学习金融知识、防范金

融风险的良好氛围。

集金融科普、钱币文化、人民币反假等于一体

济宁首个金融知识主题公园兖州开园

本报济宁3月20日讯（记者

张夫稳 通讯员 卢川） 依

托创新推出的“技术流”专属评

价体系，通过对科创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进行精准画像，帮助科创

企业将技术“软实力”转换为融

资“硬通货”。今年以来，作为全

国首批“技术流”专属评价体系

应用主要二级分行之一，兴业银

行济宁分行积极服务“智”造企

业发展，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专

精特新企业成长壮大。

位于梁山的山东某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正是“技术流”专属

评价体系的受益者之一。该公司

主要从事高端挂车设备制造，是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企业先后

开发出18个系列60余种专用设

备，拥有129项自主知识产权，其

中发明专利34项，实用新型57

项，软件著作权38项。

企业随着快速发展，急需大

量资金用于设备研发生产。兴业

银行济宁分行了解情况后，主动

对接，基于企业“技术流”评分排

名，从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研发

团队实力、产学研情况等多个维

度定量评价企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最

终给予企业1000万元授信支持，

较上轮授信新增了700万元，有

效满足了企业技术研发、扩大生

产的资金需求。

新科技、新经济、新金融正

加速融合并形成强大的加速效

应，在大数据等创新技术的驱

动下，社会运行机制、经济发

展动能、金融服务模式都在发

生深刻变革。今年初，兴业银

行专门创新推出针对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的“技术流”评价体

系，通过对企业产学研、获得

奖补、科技资质等维度指标的

客观综合评价，形成符合企业

实际情况的评分，以此构建差

异化审批模型，更好助力科创

企业融资。

当前，济宁市正在大力推

进实施“制造强市”战略和“干

部助企攀登”工程，富有创新

力、竞争力的企业是高质量发

展的微观基础，兴业银行济宁

分行作为一家与地方党委政府

战略同频共振的金融机构在高

质量服务科创企业方面责无旁

贷。该行与时俱进，依托“技术

流”信贷专属评价体系，以知识

产权、科技资质、研发团队、社

会和政府认可情况等维度定量

评价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助

力“有技术、有订单”的科创企

业破解“融资难、条件高”难题。

截至2022年2月末，兴业银行济

宁分行已运用“技术流”评价体

系审批企业2户，授信金额2000

万元，上报企业21户，上报授信

金额42500万元，有效解决了科

创企业资金难题。

今后，兴业银行济宁分行将

持续推进“技术流”评价体系的

深化应用，将“技术流”评价作为

“资金流”评价的补充，更全面地

评价科创企业综合实力，更精准

地匹配和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切

实打造“科创金融”名牌，助力支

持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

新企业成长壮大，全力服务济宁

制造强市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本报济宁3月20日讯 (通
讯员 岳峻峰) 中国银行济宁
分行作为中管企业的分支机构，
秉承国有大行使命担当，始终以
助力实体经济、深耕跨境金融为
己任，自觉融入到济宁经济社会
发展格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

2021年以来，该行紧紧围绕
济宁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以金
融服务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业务模式创新，利用贸易融
资、投行发债等专业优势，多渠
道联动，创新支持企业破解融资
难问题。聚焦地区发展，多级联
动沟通授信政策，着眼于济宁市
制造强市、现代港航物流、济宁
都市区“三大突破战略”，紧跟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为重点项

目、重点客户制定“一揽子”计
划，为保障授信及时、有效、充分
投放做足储备。深入企业一线宣
导惠企政策，坚持“一户一策”配
置包括融资、结算、理财的全方
位金融服务方案，创新金融服
务，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建立会商预审机制，开通绿
色渠道，促使审批流程前置，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通过银税贷、
人才贷、中银企E贷等产品向企
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截至今年
2月末，该行已累计向27家小微
攀登企业发放贷款1 . 17亿元。
2021年全年累计投放各类贷款
171 . 91亿元，其中投放公司贷
款129 . 5亿元，发放个人贷款
42 . 41亿元。

为给外贸企业营造专业高效

的结算环境，中国银行济宁银行
着力打造了一支专业、敬业、担当
的外汇业务专家队伍，持续提升
外贸结算效率，该行也被评为“对
公外汇管理工作先进分行”，连续
11年荣获跨境人民币业务“A”级
评价。2021年累计完成国际结算
业务量25 .47亿美元，完成跨境人
民币结算量44亿元，完成结售汇
交易量17 .46亿美元，不断擦亮跨
境结算首选品牌。

中国银行济宁分行将始终
坚持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以“融
通世界、造福社会”为使命，主动
融入济宁经济发展新格局，服务
经济发展新需求，立足源头向重
点领域、重要项目、重点产业注
入金融活水，持续助力济宁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国银行济宁分行

助力实体经济 深耕跨境金融

本报济宁3月20日讯(通讯
员 李尚宾 王金) 梁山农
商银行牢固树立“绿色信贷”
理念，积极调整信贷投向，优
先支持绿色环保项目和企业
节能改造，在绿色金融浪潮中
积极作为。

梁山前能生物电力有限
公司是梁山县重点招商引资
的生物质热电联产企业，企
业主要利用生物质剩余物作
为燃料，通过汽轮发电机组
发电供热，绿色电力直接上
网，蒸汽除自用外，用于满足
当地工商企业以及居民的用
热需求。

随着企业不断壮大，运转
资金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企
业每年生物质收购量达38万
吨，预计投入资金1 . 1亿元，最
大开销是采购秸秆、木屑等原
材料，但发电、供暖、供汽的应

收账款有一定账期，每个月的
资金缺口达到600万元。

虽然流动资金缺乏，但公
司在省社联供应链金融核心
企业白名单上，有稳定的还款
来源，而且公司上下游客户大
都是小微企业，均有融资需
求。梁山农商银行主动对接企
业，采用应收账款质押方式开
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为公司授
信1000万元，并为其上下游7
家企业合计授信2000万元，盘
活了整个供应链。

梁山农商银行不断创新
信贷产品，持续优化信贷结
构，以绿色信贷的金融“活水”
浇灌本地生态发展的“金山银
山”，助推金融资源向绿色企
业领域精准滴灌。下步，该行
将深入探索更多的绿色金融
服务路径，助力辖区绿色经济
和循环经济等生态企业发展。

供应链金融赋能“绿色”能源

梁山农商行3000万授信支持生物质发电

本报济宁3月20日讯(通讯
员 孟耀 孟令川) 日前，在
曲阜市吴村镇龙尾庄锦鲤养
殖基地，又一批锦鲤鱼苗投放
到波光粼粼地鱼塘中。对养殖
户徐文政来说，有了曲阜农商
行创业担保贷这池金融“活
水”，他的锦鲤终于跃了龙门。

徐文政，吴村镇龙尾庄村
人，从事观赏鱼养殖销售已近
10年，现经营一家锦鲤养殖有
限公司。10年前，互联网上锦
鲤文化刚兴起，本身对养鱼感
兴趣的他敏锐感觉到养殖锦
鲤的市场商机，23岁时毅然辞
去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筹建
养殖基地。他从十几亩的传统
鱼池开始摸索，靠着自己的精
心专研和不服输的精神，锦鲤
养殖基地慢慢步入正轨。

随着互联网销售平台的
火爆，徐文政计划筹资扩建养
殖基地。原本自给自足发展的
他搭上农商银行金融助力乡
村振兴的顺风车，从最开始的
15万元到如今的45万元，曲阜
农商银行吴村支行一次又一

次把信贷服务送到他手中，充
足的资金支持保证了养殖基
地的长远发展，将锦鲤养殖基
地推上发展快车道。

目前，他经营的锦鲤养殖
有限公司已拥有养殖基地100
余亩，年投放鱼苗500万尾，年
销售额达300万元，养殖锦鲤
红白、大正等多个名优品种，
在全国各项锦鲤大赛中获奖
50余次。

曲阜农商行不断强化对
“三农”、个体工商户、小微企
业和城镇居民信贷支持，持续
加大创业贷款投放力度，通过
财政贴息降低贷款融资成本，
为辖内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
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目前，该
行创业担保贷款余额达4 . 8亿
元，累计支持创业人员2500余
户。

曲阜农商行45万金融“活水”

助养殖户锦鲤跃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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