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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爽

服务实体经济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新产业

2017年以来，该行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
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高端装备制造、
高端化工、信息产业、能源原材料等新旧动
能转换十大产业企业。2017年内，共计为中
国重汽、威高集团、中车山东有限公司、鸿
富锦公司等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授信超过100
亿元；为东岳集团、鲁西化工集团等高端化
工企业授信超过30亿元；为浪潮集团、歌尔
集团等信息产业企业授信超过50亿元；为山
东钢铁集团、山东能源集团、兖矿集团等能
源原材料企业授信超过200亿元；为海洋经
济企业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授信5亿元；
为包括积成电子、圣泉集团在内的一批具备
技术领先优势的中小企业授信超过60亿元。

与此同时，济南分行借助北京银行在服
务中小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及产品线，通过
多种方式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一是作为全
国首批投贷联动试点银行之一，济南分行已
与信息技术、生物医疗、节能环保、电力设

计等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的9家企业率先开展
投贷联动合作，预计提供约5 0 0 0万元投
资。二是协同济南市融资担保公司合作推出
“三板贷”业务，助力新三板企业成长。截
至目前，已累计支持山东省内“新三板”企
业近30家，累计放款超过5亿元。三是创办
小微企业信贷工厂，创新“批量化营销、标
准化审贷、差异化贷后”的中小企业信贷服
务业务新模式。截至2017年8月末，小微企
业信贷工厂已审批项目1211笔，金额95亿
元，不良率仅为0 . 6%，平均审批时效不到10
个工作日。

坚持创新引领

拓展现代金融服务新渠道

近年来，该行始终坚持创新引领的发展
思路，大力推进新产品研发、新渠道拓展，
在银政、银企之间架起多个创新现代金融服
务桥梁。一是发挥北京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
类项目金融服务的传统优势，对接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园区建设、市政配套等项目
资金需求，通过产业基金、PPP股债夹层投
资等多种创新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创新
打造创客中心、采购贷中心等平台，为成长
期新兴企业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权融资在
内的一体式金融服务。三是创新银企直接融
资合作模式。对山东高速、山东黄金、山东
国资控股等国内领先的行业龙头企业，通过
债券通、企业资产证券化、永续债、项目收
益票据ABN等多种直接融资方式提供资金
支持，助力企业实现战略转型并保持业内领
先地位。

此外，北京银行始终将服务“三农”作
为践行企业责任的落脚点之一，济南分行先
后推出“禽贷宝”、“驴贷宝”等特色养殖
类个人经营贷款业务。其中，“禽贷宝”是
与现代农业龙头企业、担保公司、保险公
司、合作社和山东当地养殖户等多方共同组
建养殖担保体系的产业链贷款。截至8月
末，该行已累计发放“禽贷宝”626笔，累计
发放金额3 . 13亿元。“驴贷宝”是该行与聊
城市财金扶贫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创新开办

合作驴驹养殖贷款业务。截至8月末，该行
已发放“驴贷宝”11笔，金额达到3480万元。

支持文旅产业

培育文化金融跨界新业态

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具有
丰富的文化和旅游产业资源。该行以艺术品
银行、文化旅游、影视传媒三大领域为切入
点，着力探索文化旅游产业与金融的跨界融
合发展。一是在山东省内率先发布“艺术品
银行”品牌。同中华老字号、艺术品行业知
名企业荣宝斋合作，为山东文化界提供首个
集艺术品保管、鉴定、估值、展览、鉴赏、
拍卖、融资、投资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实体平
台。“艺术品银行”揭牌以来，已组织各类
展览20余期，累计参观人数超过两万人次。
在此框架下，该行创新推出的艺术品质押融
资业务，专门满足企业及个人艺术品投资方
面的融资需求，截至8月末，已累计投放贷
款近2 . 5亿元。二是支持影视传媒行业，力
推齐鲁文化品牌“走出去”。一方面，为山
东影视集团贷款5 0 0 0万元，支持《欢乐
颂》、《安居》等热播剧集拍摄。另一方
面，为山东商报社、潍坊日报社等媒体企业
提供贷款累计超过1亿元。三是加大旅游产
业项目支持力度。为济南市朱家峪旅游提升
项目、章丘区绣江河景观建设项目、聊城市
古城保护与改造等省内优质旅游项目提供授
信近10亿元。

广告

新旧动能转换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对全省全面深化

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对成立7年的北京银行济南分行来

说，则是该行加快实施“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创新、回报齐鲁大

地”战略的重大机遇。2017年以来，该行贯彻落实促进全省金融稳健发

展电视会议精神，聚焦服务“四新”、“四化”，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的金融需求，切实增强金融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引领性，为

全省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了贡献。

服务实体经济 深化金融创新 回报齐鲁大地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助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刘昆 马大栋

近期，济南市地方税务局市中分局为
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
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与济南市市中区
国税局联手进一步深化合作内容，为企业
提供精准服务，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中的研发
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
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
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
持 续 进 行 的 具 有 明 确 目 标 的 系 统 性 活
动。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是指按
照 税 法 规 定 ， 企 业 开 发 新 技术、 新 产

品、新工业发生的研发费用在实际发生
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
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数额的税收
优惠政策。

济南市市中区国税局围绕重点、多措
并举，深化推进政策落地见效，释放税收
红利。一是加强宣传，深化辅导。通过办
税服务厅电子屏幕、国地税联合培训、联
合咨询、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全方位
宣传活动，向纳税人宣传相关高科技型中
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为企业提供相关政策支持，确保宣传全覆
盖。目前，济南市市中区符合研发费加计
扣除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14家，共享受研
发费加计扣除773万元，新政出台后，市

中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多享受加计扣除
386万元，多减免企业所得税96万元。

二是外聘专家，联合培训。济南市市
中区国税局、地税局第一时间举办了辖区
内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专项培训会，根据从业人数、资产总
额和营业收入等指标，在辖区内筛选出符
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约100（包括高
新技术企业）户，共计组织了300余人参
加专项培训。培训会上，邀请了税务师事
务所资深专家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新旧政
策对比变化进行了分析解读，重点围绕
《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的通知》中涉及的研发费用归集、会计
核算管理等操作实务及稽查案例等进行了

详细演示和讲解，使符合条件的企业财务
人员详细掌握相关政策。

三是组织骨干，上门服务。济南市市
中区国地税局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织了
一支精干的政策辅导团队，送政策进企
业，提供纳税辅导。其间，帮助企业准确
核算并归集研发费用，让企业逐步意识到
这项优惠政策的力度和实惠。近期，国地
税培训团队累计走访了山东大唐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等
近十家企业。通过有效的政策宣传和纳税
服务使市中区在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优惠政策方面，无论是户数和金额都有
了明显的增长，纳税人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济南市市中区国地税精准服务 推进科技企业优惠政策落地见效

□宫瑞 孙艳

8月29日，淄博蹴鞠腾飞文创股权投资基金完成了对北
京智云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购买其2%的股份。“在
取得收益的同时，吸收行业优势资源，将合适的成功商业模
式引入临淄，推动临淄足球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临淄区公
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资产运营部陈名洋说。

作为世界足球起源地，近年来，临淄区积极探索新模
式，大力发展足球产业，致力于打造蹴鞠足球特色产业小
镇。为服务于临淄打造蹴鞠足球特色产业小镇的总体目标，
淄博齐鲁化学工业区金银谷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凯英信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腾飞天使（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发起成立“淄博蹴鞠腾飞文创股权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
5000万元，用于促进蹴鞠文化传播，带动蹴鞠产业发展，打
响足球起源地招牌。

截至今年6月12日，基金已全部认缴到位，基金业协会
备案成功，项目募投工作有序开展。目前，除了对北京智云
体育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外，基金还完成了对北京英雄互
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

“基金将立足全国布局，优先选择临淄区项目，同时，
在全国范围内投资的蹴鞠体育及文化领域项目将在符合临淄
足球产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落户在临淄，以实现
临淄足球产业资源的聚集。通过基金的成立，还能发挥凯英
信业在蹴鞠足球、智慧体育行业以及腾飞资本在私募股权基
金行业经验，为临淄带来先进的行业管理和投资经验，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临淄区公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彭延
水说。

农行龙口市支行

开展反假货币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反假货币知识，有力打击犯罪活动，维护

社会经济稳定，提高广大群众的假币鉴别能力和反假币意
识，日前，农行龙口市支行在全辖范围内开展反假人民币宣
传月活动。活动期间，该行以柜台宣传为主，结合网点LED
显示屏、张贴标语、大堂微沙龙，并走进商场、旅游景区等
人流密集地，发放宣传折页，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反假币的基
本常识、认识假币的危害性，有效增强群众的自我保护能
力。 (杨新刚 曲洋)

张店农商银行

上门服务集中发放社保卡
近日，张店农商银行与张店区人社局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承接张店区十余万张社保卡换发工作。
对于该民生项目，张店农商银行高度重视，确保换发工

作顺利推进。同时为解决部分市民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到银行
办理相关手续而出现的“领卡难”等问题，该行迅速组织人
员，开通上门服务通道，组织专业社保卡服务团队上门集中
发卡，为市民领卡省去“最后一公里”。该行工作人员组成
服务团队，携带移动柜员设备，走进马尚镇西寨社区，为社
区居民集中换发社保卡。两天时间，共计开户激活社保卡
716张，接受咨询一千余人次。 (房萌 周金戈)

淄博市临淄区

蹴鞠腾飞基金助推足球产业发展

□张诗淇

9月12日上午，由招商银行总行主办、济南分行承办

的“助力高新、展翼腾飞”高新企业助航计划启动仪式在

济南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活动得到了山东银监局、山东

省科技厅和济南高新区管委会的指导和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旨在加深招商银行与济南高新技术企业间的

合作，通过提供各项投融资及增值服务，助力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在资本市场上展翅高飞。来自济南高新区等地的

1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参会。

活动在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中拉开帷幕。招商银

行济南分行副行长于冬首先致欢迎辞。于冬回顾了济南分

行成立17年来的发展历程，并从客户结构转型、千鹰展翼

计划推进、智慧城市业务三个维度介绍了济南分行在科技

金融融合发展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表达了济南分行服务与

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决心和愿望。

随后，山东银监局相关处室负责同志介绍了监管推动

科技金融融合发展，引导银行业打造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

周期金融服务模式的有关政策措施，并对招商银行继续做

好科创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拓宽科技金融合作

桥梁提出了殷切期望。

紧接着，山东省科技厅科技服务发展推进中心主任程

凡照致辞。程凡照介绍了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情

况，并介绍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各家

高新技术企业充分运用金融产品做大做强。

招商银行总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雷财华作主题演

讲。雷财华表示，招商银行致力于服务科技成长型企业，

连续6年成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唯一商业银行合作伙伴，

累计为45000余家参赛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与

其中8000余家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并已为1500余家参赛科

技企业累计提供了超过 2 0 0亿元的贷款资金支持。

2015—2016年认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1527户位于

济南，截至2017年7月末，325家在济南分行开户，已为

其中98家企业提供授信，授信金额26亿元，授信余额15

亿元，贷款余额9亿元，存款余额14亿元。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招商银行继续秉承“因您而

变”宗旨，想客户之所想，推出了“高新企业助航计

划”等针对科技成长型企业的系列服务。雷财华还从助

航计划的背景、内涵和动态三方面详细介绍了相关产品

服务体系，体现了该计划对高新企业成长周期融资需求

的全覆盖。

招商银行总行小企业金融部产品经理史加源随后具体

介绍了包括高新贷、三板贷在内的招行高新企业特色债权

产品体系。

会上还邀请了两家招行客户代表泰华智慧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朗朗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两家

企业负责人回顾了与招行从相知、相识到实现深入合作的

经历，对招行高效、专业的服务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期待

在投贷联动等方面与招行实现全面战略合作。

最后，到会的嘉宾共同上台按下水晶球，顺利完成了

高新企业助航计划的启动。

本次高新企业助航计划启动活动的举行，进一步密切

了招商银行与高新技术企业的联系，充分体现了招商银行

为创新成长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和

诚恳态度。今后，济南招行各经营机构将会全力跟进济南

高新企业的业务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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