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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蔡明亮

□ 本 报 记 者 王爽
本报通讯员 朱沙

在山东华耀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新上线的
钛合金管生产车间里，熠熠闪光的钛管整齐
地堆放着。企业总工程师石蒲英说：“现在
公司的生产能力和品质都上来了，客户订单
源源不断，是农行提供的贷款帮了大忙。”
据了解，该公司刚刚上马年产5000吨钛合金
管生产线项目，得到了农行聊城开发区支行
的信贷支持。

农行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益虎
说，今年1月3日，国务院批复了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这是中国
第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
略。近年来，农行山东省分行围绕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大力支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挖掘并深度服务新动能，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主动对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
库，从中精选了484个重点营销项目，逐项目
落实营销人员、营销责任和时间进度，2017
年新投放项目贷款387亿元，固定资产贷款总
量达到1138亿元，持续为全省实体经济提供
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农行山东省分行突出业务重点，助力破
解山东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产品结构等
领域难题，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和实体经济
发展贡献金融力量。该行大力支持交通运
输、先进制造业，全力培育经济新动能，牵
头组建银团为济青高铁新建、济青高速改扩
建办理项目贷款300亿元、120亿元。着力缓解
济南市城市交通压力，为济南城市轨道交通
地铁R1号线提供周转资金5亿元，解决其前期
资金紧张的难题，并积极协助其运作100亿元
产业基金业务，为济南地铁后续建设提供资
金来源，确保地铁项目按期完工。

该行积极服务企业“走出去”，为华能

巴基斯坦燃煤电站项目发放贷款23亿元，成
为农行系统金额最大的出口买方信贷业务。
深度参与云计算发展战略，为浪潮集团提供
各类融资服务55亿元，助力其产品和服务走
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该行坚持抓大不放小，围绕“一区一群
一圈一链一平台”定位，确定了19个重点营
销园区、 1 6个产业集群、 1 9 8个新三板已
（拟）挂牌企业、36户供应链核心客户、19
个电子商务平台客户作为小微企业服务重
点，已为1 . 23万户小微企业业主提供增量融
资74 . 61亿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深入开展。

益虎表示，传统产业是山东经济的“压
舱石”，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领域。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
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也是发展新动能
的重要任务。

围绕《中国制造 2 0 2 5山东省行动纲
要》，该行大力支持石化、工程机械、轻工
等传统产业龙头企业实施技术、管理、商业
模式等方面的创新转型试点。按照国家“三
去一降一补”的要求，坚持差异化管理策
略，认真研究钢铁、煤炭、石化、纺织等12
个产能过剩行业发展状况，从中精选112户纳
入“白名单”优先支持，并首批为其中33家
客户增加授信支持356亿元；有保有压，着力
压降钢铁、煤炭、造纸、批零等7个重点管控
行业非低风险信用90 . 32亿元，坚决支持并配
合政府淘汰落后产能。该行为山东钢铁集团
提供95亿元融资，支持其济钢厂区拆迁和日
照精品基地上马等重点工程。

造纸业一向被视为破坏青山绿水的“黑
手”。然而，坐落于日照市的亚太森博浆纸
有限公司却不断突破创新，走出了一条生态
环保的绿色发展道路，成为旧动能技术进

步、“绿化”升级的标杆企业。转型升级，
融资不可或缺，农行日照分行的“票据池”
产品成为其中的资金“活水”。

记者了解到，亚太森博国内市场60%的结
算采取到期托收方式回收资金，年收取银行
承兑汇票约 5 0亿元，大量资金长期“在
途”，资金使用成本远高于一般企业。为
此，农行日照分行2017年初为其量身设计了
“票据池”融资产品，大量应收票据入池质
押变现，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得以释放。有了
充足的资金保障，公司引进了新加坡先进设
计和技术上线城市中水回用项目，也是全国
第一个再处理回用城市中水、用于锅炉和循
环冷却水补水的工程，平均每天可以回收中
水4万立方米，每年节水1000多万立方米，大
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该项目还被评为全
国外商投资企业最佳社会责任案例，并已进
入国家环保宣教基地展示推广。

□记者 王新蕾 通讯员 吴晓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获

悉，2017年，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突破7万亿
大关，年末余额达到70873 . 9亿元，同比增长8 . 6%，增
速同比回落1 . 8个百分点；较年初增加5630 . 4亿元，同
比少增549 . 9亿元。

分币种看，2017年，全省人民币贷款增加5849 . 1亿
元，同比少增440 . 8亿元；外币贷款下降2 . 2亿美元，同
比少降49 . 3亿美元。分部门看，全省个人贷款增加
3572 . 7亿元，同比多增1056 . 6亿元；全省企事业单位贷
款增加2219亿元，同比少增1090 . 8亿元；境外贷款净下
降170 . 4亿元。分期限看，全省短期贷款增加918亿
元；票据贴现下降1610 . 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321 . 8
亿元，同比多增 1 1 7 1 . 7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
112 . 3%，同比提高28 . 9个百分点。

2017年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91018 . 7亿元，同
比增长6 . 2%，增速同比回落5 . 3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5335 . 2亿元，同比少增3549 . 8亿元。分币种看，人民币
存款增加5116 . 8亿元，同比少增3770 . 9亿元；外币存款
增加53 . 6亿美元，同比多增76 . 3亿美元。分结构看，除
政府性存款小幅多增外，住户、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的存款均明显少增。住户存款增加2652 . 5亿元，同
比少增1506 . 6亿元；企业存款增加1444 . 9亿元，同比少
增2522 . 8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下降535亿元，同
比多降302 . 2亿元；政府性存款增加1669 . 7亿元，同比
多增480 . 4亿元。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山东证监局

了解到，2017年，山东辖区企业首发上市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有力支持了全省新旧
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上市家数和融资额创新高。2017年，
山东辖区21家企业首发上市，较2016年增
加13家，首发募集资金合计137 . 03亿元，
首发上市家数和融资金额创近7年之最。
21家企业平均募集资金6 . 53亿元，较全国
平均水平高1 . 28亿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
更大的直接融资支持。

文化企业上市取得新突破。2017年9
月，山东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交所创业板首发上市，成为山东省首

家创业板文化企业；11月，山东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主板首发上市，成
为山东省首家省属文化上市企业。上述两
家企业的相继上市，扭转了山东文化企业
上市长期存在短板的局面。

有力支持重点产业领域发展。2017
年，中孚信息、正海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光威复材、惠发股份等特色制造业企
业，弘宇股份、双一科技等重点装备制造
业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高端制造业成为首发上市中坚力量，与山
东产业发展重点领域高度契合，对提升传
统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发挥了有效作用。

上市企业地域分布更趋均衡。2017
年，烟台、威海、潍坊等东部沿海地区10

家企业首发上市，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菏泽、济宁、德州等西部地区有7家
企业首发上市，呈现显著增长势头。山东
资本市场发展东西差异进一步减小，区域
发展更加均衡。此外，先达股份、金麒
麟、赛托生物等10家首发上市企业位于县
域，资本市场引领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作
用更加显现。

上市资源培育梯队格局稳固。2017
年，山东辖区累计43家公司进入上市辅导
程序，较2016年增加25家；全年有7家公司
向证监会报送首发申请文件，有19家公司
通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企业上市推进工
作总体扎实有序，“培育一批、辅导一批、上
市一批”的良好格局得以延续并巩固。

主动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精选484个项目，2017年新投放项目贷款387亿元

农行助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

2017年，21家企业首发上市，首发募集资金137 . 03亿元———

山东企业上市与融资创7年之最

□记者 王新蕾 通讯员 季玮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8年世界与中国经济走势如何，

有哪些利好及风险？1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
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应北京银行、中荷人寿之
邀，在山东会堂畅谈经济热点话题。李稻葵预测：
2018年金融监管力度还会加大，消费继续领跑中国经
济。

李稻葵提到，2018年我国面临三大攻坚战，一是
风险防范与化解，二是精准扶贫，三是环境治理。其
中，风险防控是第一位的。经济领域的主要风险在金
融方面，第一个是杠杆率过高，主要问题不是整体债
务太高，而是结构不合理。他提到，“有毒”资产、
“有毒”金融产品要“排毒”，不能掩盖，还要时刻
警惕金融领域的不明金融风险；第二个是流动性太
大，当前我国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与
现金的形式存在，折算成美元是22万亿美元，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资金跨境的流动都需要加强管理。

为防控风险，2018年金融监管力度还会加大。他
提到，在金融监管过程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
抓”。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相互影响的，金融风险要控
制，“有毒”资产要排掉，但要避免“一刀切”，避
免因金融监管收紧带来的连带损失。

提及中国2018年的经济走势，李稻葵表示乐观：
首先，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进出口增长；其
次，去产能、产业结构调整见成效，带动企业盈利增
长，新兴产业生机勃勃；再次，消费继续领跑中国经
济。同时，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相对稳定，尤
其是民间投资增速在恢复。“我国经济已经走出L型
底部，但不是V型反转，而是U型上升，增长潜力比
顶层设计应该还要大一些。”他说。

关于世界经济形势，李稻葵称“稳定回升”。美
国纽交所、纳斯达克指数均达到历史最高位，房价也
回到高点，失业率下降，银行呆账率下降，企业盈利
上升；欧洲股市也创新高，多数国家房价回升；俄罗
斯经济由负增长到正增长；巴西、南非等地经济复
苏；世界贸易也在回升。

尽管经济向好，但2018年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一些
风险因素，比如政治风险、贸易战、美联储加息可能
引发美股下跌等。他提到，当前美国股价较高，但基
础比较脆弱，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会触发价格
下行，引发一定风险。

李稻葵：

消费将继续领跑中国经济

去年全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贷款余额
突破7万亿元

□ 本 报 记 者 李 铁
本报通讯员 李晓燕

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和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从农发行
山东省分行了解到，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
审批农村路网贷款442亿元，投放244亿元，累
计支持全省130个农村公路项目建设，新建农
村道路2132公里、改建8151公里。农发行山东
省分行行长赵富洲表示，将积极落实中央关
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新指示，支持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政策性金融对
农村公路建设的支持力度，助力提升城乡发
展一体化水平。

1月12日，记者从滨州市区赶往惠民县采
访，汽车行驶在S247乐胡线（下称滨惠大

道），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抵达了目的地。惠
民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郭敬柱告诉记者，原
本从惠民县到达滨州市区，开车要接近一个半
小时，县里一直想修条快速路，“这多年想办而
没办成的事，如今借助农发行的贷款解决了”。

据了解，这条滨惠大道全长41 . 723公里，
连接惠民县与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
惠民县路段长36公里，项目总投资9 . 4亿元，
农发行提供了7 . 05亿元的贷款。

惠民县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伟介绍，修建这条公路的难度有两个，一是
跨县区，一个项目对应两个主体，贷款实际
操作很难；其次是县财政资金不足，惠民县
是农业大县，但也是财政穷县，2016年公共
预算收入不足10亿元，建设这么大的工程，
很难从银行贷款。

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基础设施处副处长陈
岸立介绍，解决思路是贷款主体上移，服务
主体下移。以滨州市级平台公司贷款，解决
县级贷款资质不足的问题，同时由农发行惠
民县支行对接融资、结算等服务，保障业务
有序对接。另外，这笔贷款执行银行基准利
率，还款期为15年，减轻了县财政的压力。

2016年6月，农发行滨州市分行与县市财

政、交通部门沟通协调，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
完成该项目的调查评估及审批工作，当年12
月，滨惠大道建成通车。

通车后的滨惠大道成了发展路、产业
路、扶贫路。公路沿线曾是惠民县经济最不
发达、交通最闭塞的区域，原来的泥土路如
今转变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加速带”。

在公路旁边的山东鑫诚现代农业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的产业园里，记者看到水培韭
菜、西红柿、辣椒等高端农产品长势喜人，
还有来自热带的香蕉、芒果和菠萝等水果。
公司董事长赵成山说，正是这条路的贯通，
给了他加快发展的信心。而在产业园的对
面，意大利品牌奥特莱斯也即将进驻，有望
为周边村镇带来新的商机。

获益的不仅仅是惠民县，沂水县也即将
搭上“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快车。

沂水县G233克黄线沂水绕城段改建工程
项目是沂水县交通扶贫开发攻坚重点项目，
纳入临沂市“十三五”扶贫规划纲要，项目
建成后将惠及沿线总人口3546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379人。该项目路线长19 . 96公
里，总投资需要4 . 29亿元。

农发行沂水县支行于2016年5月开始对接

该项目，项目采用政府委托代建购买服务模
式。2017年5月，在该项目贷款即将批复之
际，财政部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新规发
布，项目前期运作模式无法继续沿用。

面对突变，农发行省市行扶贫业务条线
相关专家到沂水县出谋划策，完善了项目融
资方案。最终，农发行山东省分行于2017年11
月17日正式批复该项目，并于2017年12月29日
成功发放5700万元首笔贷款。该项目为全省
农发行系统首笔扶贫过桥中长期贷款，也是
全省农发行系统的信贷扶贫创新产品。

“农发行提供的融资方案，在不增加政
府性债务的前提下，以发放扶贫过桥贷款的形
式提供资金，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保证了项
目的继续实施。”沂水县副县长武开鑫表示。

“该项目成功实施后将为沂水县域经济
发展、扶贫攻坚带来可观的效益，农发行的
贷款资金保证了项目的持续推进。”沂水县
交通运输局公路处主任徐丽说，该项目实施
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提高道路通行
能力和路网运输效率，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
力，同时作为长深高速公路的集散路，将对
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加快沂蒙革命老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四好农村路”拓宽致富大道
农发行山东省分行累计支持全省130个农村公路项目建设

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农行山东省分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共同签署济青高速铁路项目“银团贷款”合同。 （资料片片）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3日，以“同行二十五载 健步

点亮未来”为主题的浦发银行第十一次全行志愿者日
活动落幕。活动结束后，浦发银行按照志愿者步行累
计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承诺向中国绿色碳汇基金
会和老牛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冬奥碳汇林”项目捐植
树木，捐赠总金额为299640元。

本次志愿者活动以2017年10月28日启动的浦发银
行“益起行”健步走活动为序幕，于2018年1月1日开
始渐次进入高潮，并在1月13日同时开展了总行和各分
行的现场的集中健步行活动。整个活动期内，吸引了
超过3 . 3万人次下载浦发银行健步行小程序参与，以每
2500步减排二氧化碳0 . 25kg公式计算，合计实现了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412吨。

据了解，“冬奥碳汇林”项目是结合2022年北京
张家口冬奥会崇礼赛场区域的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修
复重建需求而规划，依据其主要树种樟子松每棵30年
生命周期内吸收165kg二氧化碳的生态效益来算，此次
志愿者活动实现的减排量相当于种植约2497棵樟子
松。

浦发银行发起本次志愿者活动的意义在于倡导绿
色出行方式，以志愿者的每一小步，推动更多人低碳
生活的一大步。2017年，浦发银行获评中国银行业协
会“年度公益慈善贡优秀项目奖”“年度社会责任最
佳绿色金融奖”“年度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
奖”。

浦发银行志愿者日

发起捐植树木活动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银监局开展了

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及“线上进
走访”活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积极响应，
制订活动方案。活动开展以来，该行在营业
大厅显要位置放置“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操作手册”，并安排专人引导小微企业客户
登录网站进行注册。

天津银行济南分行通过走访存量小微企
业客户、园区商户以及社区，发放小微企业
业务产品手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操作
手册等，向小微企业客户讲解业务模式以及
推介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功能服务。实地宣传
过程中，20余家小微企业及个人登录平台完
成了注册，对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起到良
好的宣传效果。截至目前，已有400余家企
业、个体工商户完成了注册，并填写调查问
卷，拓展了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有效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

天津银行济南分行

开展小微企业

融资平台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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