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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焕发内生动力 服务民营经济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
见》），从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融资服务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纾解民
营企业融资“痛点”“堵点”的相关举措，充分激发民营
经济的活力。

业内专家表示，《意见》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全
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力度，层级高、内
容全、措施实，力度、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可以预见，
戳中政策“开年礼包”的民营企业，将在融资过程中获
得更多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为吸纳就业、经济增长贡
献更多的新动能；而肩负服务民营企业第一责任人职
责的金融机构，也将焕发更强劲的内生动力，在其中探
得更多金融服务创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

平台化服务银行
以技术创新疏通结构堵点

央行近期发布的1月金融数据显示，当月人民币贷
款增加3.23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4.64万亿元，均
创历史新高。由此可见，宏观政策背景下，金融资源供
给日渐充沛，金融机构当前所应聚焦的难点或是疏通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意见》指出，商业银行要依托产业链核心企业信
用、真实交易背景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闭环，为上下
游企业提供无需抵押担保的订单融资、应收应付账款
融资。

浙商银行的应收款链平台，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
演绎。针对民营企业经营中应收账款占压比重较高的
结构性堵点，浙商银行运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应收账款
登记、确权等难题，把企业应收账款转化为电子支付结
算和融资工具，通过转化供应链核心企业的银行授信，
帮助上下游中小企业盘活应收账款，降低民营企业负
债率和融资成本，解决民企融资难题。

山冶设计是一家大型国有冶金建设综合服务商。
上游的民营建材和机械设备供应商与它常以电子商票

进行贸易结算，账期长、盘活难。根据产业链现状和结
算特点，浙商银行济南分行基于应收款链平台，为山冶
设计及其产业链上下游创新了“H+M”授信模式（核心
企业+民营企业）。以上游主营智能电气的民企鲁亿通
为例，浙商银行将其持有山冶设计开立的 200 万电子
商票入池质押从而获得授信，并换开为区块链应收款，
用以继续支付给其他企业。

这一模式借助核心企业山冶设计的付款能力，打
通了上下游，降低了产业链整体财务成本：鲁亿通盘活
了沉淀的电子商票资产，不增加任何财务成本就能解
决对外付款问题；而其他企业收到鲁亿通签发的区块
链应收款，则又可以随时转让给浙商银行解决融资问
题。

除了“H+M”授信模式，浙商银行基于应收款链平台
还创新了“1+N”“ A+B”等多种授信模式以及订单通、仓
单通、分期通等多个场景应用，以平台化思维更好地帮
助广大民营企业盘活沉淀资产、提升流动性管理。截至
2018年末，浙商银行应收款链平台共落地1400多个，帮
助6000多家企业融通了1200多亿元资金，切实疏通了
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资金堵点。

加码金融科技
夯实金融服务基础设施

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很大程度上源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打破这一
坚冰，《意见》指出，要强化融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着
力破解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等问题。

为了健全优化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信息对接机
制，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线上高效对接，让信息“多跑
路”，让企业“少跑腿”；作为一家“00后银行”，浙商银行
近年来积极提升数据治理水平，不断加码金融科技，消
除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隐形壁垒，逐步构建、夯实了线
上化、集约化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

在温州经营服装生意的王女士即是这一行动的直
接受益者。“像我们这种生产型企业，有时接到临时性

订单，资金哪怕晚一两天到位都可能错过黄金时点，向
银行借钱周转当然是越快越好。”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从前慢”，浙商银行实施普惠
金融服务流程2.0改造，对传统小微信贷业务进行线上
化改造，以“大数据”挖掘“小信用”、以“数据跑”替代

“客户跑”，把申请、审查、评估、登记等等这些繁冗手
续，简化为贷款“最多跑一次”。

从 2015年试水线上化小微业务以来，浙商银行先
后研发了上线了电商贷、商超贷、合作贷等多款线上贷
款产品，日前又通过传统业务线上化流程改造，上线了
重磅产品——“房抵点易贷”。王女士就是其中首批尝
鲜者。“手机上操作就行了，前后不到1小时就通过了贷
款审批，而且跑银行的次数少了、办贷款的综合成本更
低了，真的非常方便！。”

据悉，截至 2018年末浙商银行小微线上审批贷款
业务突破百亿元；此外通过小微金融专业化经营，浙商
银行探索建立了“敢贷、愿贷、能贷”长效机制，该行同
期国标小微贷款余额突破 2000亿元，占全部各项贷款
的比重位居 12家股份制银行第一位；其中授信总额
1000万元以下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在全国性银
行中居首位；同时，该行通过健全信用风险管控机制，
不断提升数据治理、客户评级和贷款风险定价能力，强
化贷款全生命周期的穿透式风险管理，始终保持小微
企业信贷资产优良，不良贷款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开辟直融通途
助力民企链接债市蓝海

纾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需要多箭齐
发。在拓宽民企直接融资渠道方面，《意见》指出，要

“支持民营企业债券发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民营企业
债券投资力度”。

为了批量帮助更多像王女士这样的小微企业主架
设更宽广的直接融资桥梁，浙商银行以 1009户借款人
的 1058笔贷款为基础资产，发行了首单小额分散型的
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旭越微小项目”。超过26亿元的

发行规模不仅为上千家微小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弹药
支持”，更重要的是这种“用资产信用替代主体信用”的
交易结构，为原本与广袤债券市场绝缘的小微企业新
辟了直接融资渠道。

事实上，旭越微小项目并非浙商银行为民营企业
打通直融市场的首次尝试，近半年来浙商银行亮剑频
频，陆续推出了多项融资工具创新，以“多种姿势”帮助
民营企业链接债市蓝海。

去年7月，该行发行浙江省首单银行间市场发行金
额动态调整机制债券（中天建设）；8月，发行全国首单
区块链应收款资产证券化产品（浙商链融）；10月发行
全国首单挂钩民企债券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荣盛控
股）；11月发行全国首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德力西）；12月发行浙江省首单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
持票据（富浙资产）。凭借创新业务，浙商银行也首次
斩获2018年度浙江省非金债承销金额和承销只数的双
料冠军；而今年 2月，浙商银行又成功发行浙江省内首
单支持实体经济的北金所债权融资计划（传化智联），
金额10亿元，为迄今浙江省内该品种的最大单。

无论是推行平台化服务银行，还是加码金融科技、
新辟债市蓝海，浙商银行上述纾解民营企业融资“痛
点”“堵点”的创新之举，都和它内在基因息息相关。作
为一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以民营企业为客户基础的
商业银行，与民营企业共生共荣已内化为浙商银行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据了解，浙商银行已于去年11月末出台《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涵盖了增加信贷投放、创新服
务模式及健全考核评价机制等十个方面的 40条举措，
许多都与《意见》精神不谋而合。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
康表示，本次中办、国办的联合发文，为金融机构全力
服务民营经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2019年
该行将通过多种方式向民企新增投放 1300亿元，进一
步提高民企融资占比，从而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源配置
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相匹配。

因机构改革，余杭区墙、散办成建制划转到区
住建局，原职能不变，新办公地址：余杭区建设局市
政大楼北楼（余杭区东湖南路 129 号），电话：
86223035、86234628、86136145、86231695。

特此告知。
余杭区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办公室

余杭区散装水泥办公室
二0一九二月二十二日

搬迁公告

新华社杭州2月21日电 记
者21日从支付宝获悉，自3月26
日起，通过支付宝给信用卡还款
将收取服务费。

支付宝称，收费的原因是综
合经营成本上升较快，调整信用

卡还款的服务规则是为了减轻部
分成本压力。

值得关注的是，支付宝提供
了每人每月 2000元的免费额度。
也就是说，2000元以内依然免
费，超出2000元的部分，再按照

0.1%收取服务费。如果用户需要
提升自己的免费额度，可以通过
支付宝会员积分进行兑换。

支付宝在公告中也表示，如
果是大额的还款，用户可以选择
通过银行网银等渠道免费还款。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北京市生
态环境局21日下午发布称，22日0时至
24日 24时将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
警”，相关机动车限行措施自 23日 0时
起实施，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
发布称，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
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及各省级环境监
测部门联合会商结果，受不利气象条件

影响叠加元宵节烟花爆竹燃放、节后企
业复工复产等因素，20日至24日，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正出现一次
区域性中至重度污染过程，个别城市将
达到“6级严重污染”级别，影响范围包
括京津冀中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
以及汾渭平原城市。

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期间，北京全
市停止室外建筑工地喷涂粉刷、护坡喷

浆、建筑拆除、切割、土石方等施工作
业，列入橙色预警期间停产限产名单的
工业企业实施停产限产措施，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
园停止户外活动。

此外，自 23日 0时起，在实施工作
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基
础上，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
（含驾校教练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

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在常规作业基
础上，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 1次及以上
清扫保洁作业。

在强制性减排措施中，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减排比例在橙色预警
期间达到减排20%，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比例在橙色预警期间达到15%。

受周边不利条件影响 北京22日至24日将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国家发展
改革委 21日称，为促进运输结构调整、
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进一步清理规范铁路货物运
输相关收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近日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深入清
理规范地方政府收费。各级地方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事业单位不得在全国政

府性基金目录清单、中央及地方行政事
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之外，在铁路货物运
输领域，包括专用线（含专用铁路）、港
口集疏运环节违规收取各类政府性基
金（附加费）、行政事业性收费，也不得
以经营服务性收费名义变相收取。

通知指出，要继续清理简化铁路货
运杂费，加强专用线代维等服务收费管
理，合理降低地方铁路运价水平。要进

一步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铁路运输企
业、专用线服务经营者提供相关服务、
收取费用，应坚持用户自愿选择原则，
不得强制服务、变相强制服务、强行收
费，不得要求用户接受指定经营者提供
的服务。铁路运输企业、专用线服务经
营者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企业
网站及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及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通知强调，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市
场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依法
查处铁路货物运输相关价格、收费违法
行为。要准确解读相关政策，及时曝光
涉及铁路货运违法违规收费典型案例，
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跟踪各地
清理规范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
专项调查。

商务部：将研究制定商务领域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1
日表示，为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
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商务部将研究制定商务领
域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系列政策措施。

高峰表示，目前，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经贸合
作委员会机制下，已经专门设立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经贸小组。下一步，商务部将充分发挥机制作用，研究
制定商务领域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系列政策措施。

此外，商务部将通过CEPA进一步促进大湾区内货
物、服务、人员、资金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并通过CEPA
推动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对港澳扩大服务贸易开放，积极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

商务部还将统筹联动，在商务领域多方位支持大湾
区建设。高峰说，商务部将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澳
门中葡论坛、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加
大工作力度，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法国品牌猪肉
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两部门要求进一步清理规范铁路货运相关收费

生活垃圾分类在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

新华社上海2月21日电 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
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这是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1日在上海召开的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上获得的消息。据
介绍，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推进垃圾分类取得了积
极进展，收运处理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上海、厦门、深圳、
杭州、宁波、北京、苏州等城市，已初步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46个重点城市已开展垃圾分
类主题宣传和实践活动4.3万次，入户宣传1200多万次，
志愿者参与人数超过 70万；有 27个城市实现了垃圾分
类教育在辖区内学校的全覆盖；33个城市编印垃圾分类
教材或知识读本。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
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支付宝还信用卡下月开始收费

我国31个省份均已建立
高龄津贴制度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从 21日召开的国务
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国 31个省份均已
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与此同时，有30个省份建立了老年
人服务补贴制度，29个省份建立了老年人护理补贴制
度，29个省份建立了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各
类津补贴共惠及3000多万老年人。

此外，截至2018年底，全国养老服务机构近3万个，
养老服务床位746.4万张，其中养老机构床位数392.8万
张，社区养老床位数353.6万张。据介绍，过去一年，民政
部加快推进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在 2017年
整治19.7万处服务隐患的基础上，2018年又整治了16.3
万处，目前，调研排查中发现的养老院存在的安全质量
隐患问题90%以上得到了解决。

2月21日，嘉宾在启动仪式上观看
法国品牌猪肉。

当日，法国品牌猪肉进入中国市场
销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法国布
列塔尼地区的品牌猪肉将在中国市场销
售。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