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蔡明亮

电话:(0531)85193616 Email:dzjr2013@163 .com视野14

□记者 李铁 报道
本报北京电 10月15日，由中国证监会、国务院扶贫办

指导，中国证券业协会和中国期货业协会主办，证券时报
承办的“我们在行动——— 2018中国证券期货业扶贫工作交流
和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对2018年中国证券期货业扶
贫工作进行表彰，中泰证券子公司鲁证期货荣获最佳创新
金融产品扶贫项目奖。此次评选活动，中泰证券荣膺优秀
融资扶贫奖、企业IPO融资项目奖、最佳服务贫困地区企业
融资项目奖、最佳产业扶贫项目奖、优秀消费扶贫奖、最
佳消费扶贫项目奖六项大奖，获奖数量位居行业前列。

前期，有110多家证券期货公司参与扶贫工作评选，申
报项目超过500个。此次评奖结果结合来自证券行业、扶贫
领域及高等院校30余位专家的评定意见和大众网络投票的排
名评选产生，体现了行业和社会各界对中泰证券发挥专业
力量服务国家精准脱贫战略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

2016年以来，中泰证券以贫困地区实体经济需求为导
向，通过积极实施“七个一”工程，打好“金融扶贫、产
业扶贫、智力扶贫、消费扶贫、慈善扶贫”组合拳，逐步
构建由单点到系统的扶贫工作长效机制，努力实现为企业
输血、产业造血、扶教启智、消费支持、慈善互助的扶贫
目标。

□记者 王新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17日，老干部之家杂志社、山东省国

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暨首届离退休干部防诈骗金
融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启动仪式在山东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举
行。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逐步发展，发生在金融
领域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老年人成为受骗重灾区，据
统计，60岁以上人群被骗比重高达26 . 1%。为了帮助广大老
年人提高金融安全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老干
部之家杂志社与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性
合作协议，将通过开展防诈骗金融安全知识竞赛、举办金
融安全知识讲座、印发《防诈骗金融安全知识手册》等一
系列公益活动，让广大老年人远离金融诈骗，保障“老本
儿”安全，享受幸福晚年生活。

据悉，首届离退休干部防诈骗金融安全知识竞赛于10月
22日正式上线，可通过登录老干部之家网站www.lgbzj.com或
关注“中国老干部”微信公众号参与竞赛。

□记者 李铁 报道
本报延长电 10月16日，由中国期货业协会与延长县政

府共同组织的“‘长’‘期’再携手”精准帮扶活动在陕
西 省 延 长 县 举 行 。 鲁 证 期 货 与 延 长 县 政 府 签 署 了
《“‘长’‘期’再携手”精准帮扶备忘录》，该公司将
向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办薛家芽塬村无偿提供产业帮扶资金35
万元，用于购置割草机、修剪工具、拉枝绳等苹果提质增
效工程，该项目可带动130户386人（其中，贫困户24户72
人）实现增收。

延长县于2018年9月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此次精准帮
扶活动是继2017年“一司一产‘长’‘期’携手”精准帮扶
活动在延长县成功开展之后，中国期货业协会联合行业机
构对延长县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进行帮扶的重要举措。据
悉，共有19家期货公司参与此次精准帮扶活动，累计提供帮
扶资金710万元。

□记者 王新蕾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年来，邮储银行临淄

支行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促发展，实施“强
基固本”工程，有效发挥了党建工作的政
治引领和支撑作用。

该党支部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探索进行“主题党日+”教育实践，
组织党员干部参观齐文化廉政教育基地、
北海银行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
“坚定理想信念，重温入党誓词”系列活
动，让党员干部再次接受党性洗礼。

在组织生活方面，该党支部不断完善

“三会一课”制度、“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等相关实施细
则，规范组织生活并严格落实到位，认真
落 实 党 建 工 作 责 任制， 履 行 “ 一 岗 双
责”。同时，配备政治、业务素质较强的
党务干部，着力增强班子团结与活力，支
部班子平均年龄仅35岁。该党支部规范党员
发展程序，成立后新发展党员3人。通过建
立党员活动室，设立图书角、荣誉室、党
务公开栏等，不断丰富党员活动室的使用
功能。

借用“六守”选贤、“八征”察吏选

人用人标准，该党支部积极探索“企业文
化+党建”模式，将齐文化廉政思想融入基
层企业文化建设。据了解，该党支部累计
提出党员承诺60条，建立了党员“政治生
日”台账。

通过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的群
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该党支部引导党员
干部服务人民群众，解决基层困难12个，经
常性开展合理化建议征集、“面对面”座
谈等活动，加强信访维稳管理工作，全行
上下保持全方位的沟通渠道畅通，截至2018
年7月底，无投诉、信访、上访等事件发

生。此外，该支部还建立帮扶机制，积极
开展困难员工救助，2017年重点为职工做的
10件好事全部完成，有效提升了员工的向心
力和凝聚力。

据了解，该行在2017年银行业协会五星
级网点评选中，荣获山东省第1名；获2017
年淄博市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在2017年淄
博市分行第五届技术比武大赛中，荣获团
体一等奖；2018年被集团公司授予“邮政系
统企业文化示范单位”荣誉称号；2018年被
省分行评选为2016-2017年度“先进基层党
组织”。

□ 本 报 记 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吴晓利

在遍地金黄的仲秋时节，大地处处展
现着丰收美景。临沭县白旄镇东白旄村村
民房永乐格外高兴：“俺把村里258户的
1018亩土地都承包了，从种到收都交给了金
丰公社，包括耕地、购买农资、播种、施
肥、打药以及收割都打包给公社，现在又
有了38万元的‘农地收益贷’，购买农资、
化肥的钱都不用操心了。”

记者了解到，2018年7月以来，人民银
行临沂市中心支行深入研究临沭金丰公社
模式，探索开展一种新型的农村土地融资
方式——— 农村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
（简称“农地收益贷”，是指经营权归所
有方行使，从经营权中分离出收益权质押
给银行以获得贷款），为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探索了新思路。

“基于对金丰公社资金实力、市场拓
展、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评估，未来收益可
预期、可持续、可管控，通过‘农地收益
贷’试点，经营权归金丰公社行使，从经
营权中分离出收益权质押给银行，找到了
打开农村土地融资制约‘瓶颈’的金钥
匙。”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行长陈宜
民表示，“农地收益贷”契合了农业规模
化种植对融资的客观需求，真正挖掘和释
放了农地融资潜能。

在“农地收益贷”模式下，临沭县农商
银行以托管农地未来收益权为质押向金丰
公社社员发放贷款，用于支付托管费，让农
户“零成本”入社。对普通农户按照托管费放
贷，种植大户按照“每亩380元托管费+不超
过每亩土地流转费的1/3”放贷，最高不超

过每亩土地保险承保金额的90%；贷款期限
不超过1年；贷款利率执行优惠利率。截至9月
底，已成功发放首批“农地收益贷”13笔231 . 1
万元，涉及农户2027户农地6082 . 83亩，其中
免收15户贫困户托管费2 . 28万元。

临沭县曹庄镇西萨村村民李成华正在
地里收花生，“今年承包了村里13户的土
地，一共种了48亩花生，其中35亩交由金丰
公社全程托管。有了‘农地收益贷’，种
地缺钱也不用犯愁。”

农业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经营向纵深

发展的背后，金融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撑力
量。“积极推进‘农地收益贷’试点工
作，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加大金融
支持 乡 村 振 兴 力 度 具 有 十 分重要 的 意
义。”临沭县委书记刘飞表示。

据介绍，“农地收益贷”的试点，能
挖掘出农地未来收益的潜在价值，找到破
解土地规模经营与社员融资难题的结合
点，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
效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中国银行临沂市分行、民生银

行临沂市分行、临沭民丰村镇银行等5家金
融机构正积极筹备“农地收益贷”的发
放。

“农地收益贷”因聚焦农地未来收
益，激活了金融机构内生动力，银行对农
地贷款由“要我贷”转化为“我要贷”，
主动拓展农村信贷市场。

据了解，各县级金丰公社的组织架
构、管理模式基本相同，“农地收益贷”
金丰公社模式在临沭县试点成功，工作可
复制、可推广，对全国各县级金丰公社具
有普遍适用价值。

为增强贷款风险防控能力，人行临沭
县支行引导县农商银行与村级社长签订
《土地经营收益权质押合同》和《“农地
收益贷”质押登记协议》，借款人将托管
土地的未来收益权出质给县农商银行，对
单笔20万元以上的“农地收益贷”，由县农
商银行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办理
质押登记。金丰公社按照社员贷款额的2%
设立风险补偿金，用于补偿农商行可能出
现的损失。同时，除财政出资投保的政策
性农业保险外，当地财政部门与金丰公社
按照1：1出资，为托管土地追加商业性农业
保险，提高防范重大自然灾害风险能力。
如小麦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为每亩3 . 6
元、保额为450元，商业保险每亩10元、保
额260元，合计保额710元，能够有效弥补贷
款风险。

据介绍，人行济南分行还积极协调人
总行征信中心，将农地收益权参照应收账
款质押登记模式，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
示系统办理质押登记，确保发生债务纠纷
时，债权银行对农地未来收益优先受偿，
保障银行权益。

“土地生金”的新思路———

临沂探索“农地收益贷”模式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贾海宁 报道
10月21日，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万亩枣园，游人林下摘

冬枣，笑口品脆甜。
冬枣产业是沾化区农业支柱产业，近年来，沾化区加

大冬枣产业金融扶持力度，创新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冬枣产业。与
齐鲁交通及多家金融企业合作，推进齐鲁浩华冬枣深加工
项目，年内可加工消化冬枣3万吨。由区财政预算安排100万
元“沾化冬枣产业发展基金”，扶持成方连片大棚建设。
今年，沾化区50万亩枣林喜获丰收，引得经销商、游客纷至
沓来。

□记者 李铁 报道
本报上海电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即将拉开帷幕，130多个国家（地区）、
28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记者了解到，交通
银行作为唯一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有大
型银行，一直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跨境
汇款等国际业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便
捷、高效、安全的全球资金汇划平台将为
进博会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交行以电子化手段全面重塑跨境汇款

服务，实现了相关服务的线上化、自动
化、智能化和平台化。目前，交行跨境汇
款已全面支持柜面、网银、手机银行、自
助终端 （ “智易 通 ” ） 、 银 企直联 、
SWIFT平台等各类渠道，无论何时何地，
客户可以选择任一渠道申请办理跨境汇款
业务，方便快捷。交行全新推出了企业网
银跨境汇款电子单据便利化服务，客户只
需扫描影像上传资料，无需再提交纸质单
据，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业务。此外，交

行柜面和网银的批量汇款功能也大大解决
了客户逐笔提交业务的烦恼。

交行利用在境外广泛的代理行合作网
络及海外分支机构布局，推出了SWIFT汇
款、快汇通、通汇捷、全球多币种汇款、
全额到账汇款、速汇金等一系列多元化产
品，满足客户全球资金收付的多样化需
求。交行作为境内首家以API接口直联方式
上线推出全球创新汇款业务GPI的国有大
行，可为进口客户提供更为快速、便捷、

透明的跨境汇款服务。
为满足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集团财务

公司对集团外汇资金进行集中运营的需
求，交行专门打造了跨国公司集中收付汇
平台，通过SWIFT完成银企直联，实现了
集团各成员企业全球资金流的集中管理。
同时，交行的云账户平台也满足了客户对
银行结算账户内资金分账核算、灵活计
息、收款清分、收支管控和投资理财等多
元化账户管理需求。

交通银行打造全球资金汇划平台
跨境汇款服务实现线上化、自动化、智能化和平台化

实施“强基固本”工程，发挥政治引领和支撑作用

邮储银行临淄支行以党建促发展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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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再携手”精准帮扶

中泰证券扶贫工作

获多项大奖

“农地收益贷”金丰公社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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