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财经新闻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编辑 唐恩龙 美编 赵磊 校对 胡玉萍

三江奔流，时代潮涌。集长江首城、中国白酒
之都、川南经济区“领头羊”于一身的宜宾，2019年
各领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向纵深推进，“酒
都”大地，处处美丽，乡村如画。

其中，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打造了一支百余
人的三农金融客户经理队伍，扎根农村、贴近农
民、服务农业，延伸金融服务达到“最后一公里”。
通过建设“信用村”，推进“银政合作”小额贷款业
务，创新“好茶贷”“税金贷”“财金互助”“好农贷”

“惠林贷”“乡村振兴贷”等金融产品，不断提升服
务乡村振兴、实体经济质效。

“要建设好一支稳定的、专业的三农金融从业
人员队伍，融入乡村振兴，打造三农金融优势品
牌。”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行长周伟的话掷地有
声。

正是这样的信念，坚持深耕“三农”，不断拓宽
服务深度与广度，截至8月末，邮储银行宜宾市分
行累计投放三农贷款8.6万笔、金额116.48亿元，涉
农贷款结余30.59亿元，占所有零售贷款结余的
50.02%，有效盘活了乡村资源，释放农村经济活力。

争建“信用村”唯有诚信活水来

“咱们村被评为‘信用村’啦，讲信用的能从
邮储银行最高贷款 15 万元用来发展农产业！”9
月底，宜宾市江安县下长镇民主村迎来这件喜
事，村民们奔走相告，喜不胜收。

“信用村”建设工程，旨在通过对客户进行批
量信用等级分类，简化客户申贷流程，改善县域
农村地区整体信用环境，持续加大对涉农信贷投
放力度，实施信贷产业精准扶贫。

据了解，为了助推宜宾市竹、茶、牛、猪、桑、
柑、油樟、酿酒专用粮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自今
年 6月推进“信用村”建设以来，邮储银行宜宾市
分行已在全市选择特色优势产业集中、信用环境
良好、资金需求旺盛的村，开展信用村镇建设，推
进“整村授信”“批量开发”，打造“银村合作”平
台。截至目前，已完成信用村建设44个。

长宁县美川林业创业合作社法人吴文祥指
着5500亩的花椒产业基地感慨道，一些贫困户正
是通过讲诚信才有了创业脱贫的“第一桶金”。

民主村 1社村民詹怀均就是其中之一，凭借
信誉良好，贷到启动资金，又流转土地 60亩种植
花椒，2018年增收 20万元，他的改变也激励着周
边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守诚信、争创业的队伍中。

革新“银政合作”解决融资难、贵、繁

来到宜宾市长宁县双河镇，数月前的那场地
震给当地企业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散，但是
邮储银行的守护却着实温暖了民心。

在长宁县福荣笋类食品厂，老板张寿洪正在
接待从成都来的经销商，车间里十多个员工秩序
井然的加工生产，订单已经排到年后，预计今年
能盈利几十万元。

“多亏了邮储银行的这笔应急贷款，真是雪
中送炭。”张寿洪摸着还未痊愈的小腿回忆道，地
震发生时厂房顶棚全部破裂，自己和哥哥都被震
落的石头砸伤，工厂一度陷入困境。

“按理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银行要承担的
风险太大了。但邮储银行第一时间过来看望，考
察后就走绿色通道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惠林
贷’贷给我150万元，这才有了如今工厂的恢复生
产。”张寿洪竖起拇指不住地点赞。

张寿洪口中的“惠林贷”，是邮储银行宜宾市
分行革新“银政合作”的创新产品，专门用于支持

林竹产业发展的贷款产品。
据介绍，2017年初，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已

率先申请开办“银政合作”小额贷款业务，在此基
础上，将合作范围由政府及政府部门扩大到政府
指定的担保公司，先后推出“好农贷”“惠林贷”

“乡村振兴贷”等“银政合作”创新产品。
“我行主动承担 30%的贷款损失风险，这是

三农金融事业部制度改革后我行的一大重要举
措，也是我行对涉农客户风险容忍度的提高和对
于农业、农村服务的进一步加强。”邮储银行宜宾
市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负责人范德银告诉记者。

对涉农贷款主动提高风险容忍度是从“好农
贷”产品创新开始的。作为政府财政资金支农服
务方式的创新，“好农贷”对扶持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助力脱贫攻坚起到
较好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农业主体的融资成本，
有力解决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质押担保困难的问题。

自“好农贷”开办以来，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
累计发放贷款 594 笔、19394 万元，结余 536 笔、
13877万元。该产品被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国家

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评为 2019年“三农”
类优秀产品。

防止“返贫”创新产品兴旺产业

“生活真是幸福！”刘国莲是高县大窝镇大屋
村 2组人，因丈夫生病，家境贫困，过去住在土瓦
房里。四川早白尖茶叶有限公司落户这里后，她
家有了大变化——种茶收入高了，到茶厂打工一
个月还有 1800元的收入，很快，家里建起了两层

“小洋楼”。
“邮储银行给农民带来了‘好茶贷’，我能贷

五万块，把这笔资金与早白尖公司合作成立农民
专业合作社，每年分红3000元。”桐林村贫困户刘
显兵告诉记者，他将十余亩土地流转给早白尖茶
叶公司种茶，茶苗、技术、销售都不用发愁，只等
到正式投产后，一年能收入两万元左右，比以前
翻了十倍。

在大屋村、桐林村，像刘国莲、刘显兵这样的
农户还有很多。他们在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好
茶贷”产业扶贫项目的支持下，乘着茶产业的兴

旺发展而摆脱了贫困的命运开始致富奔康。
据了解，“好茶贷”采用“政府+农业产业链+

金融项目”精准扶贫模式，以“政银企+建卡贫困
户”四方合作助推茶产业精准扶贫取得实效。

贫困户从邮储银行申请扶贫小额贷款，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经营，用于发展茶叶特色优
势产业。公司、专业合作社吸纳贫困户作为社员、
工人，教会贫困户种植技术，每年还按收益分红
给贫困户，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统计，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好茶贷”支持
的贫困户有 58户，贷款金额 290万元，目前已全
部脱贫。

“这解决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散户单独经营抗
风险能力较弱、销售渠道不稳定、种植技术匮乏、
无有效约束经营易失败等一系列问题，带动贫困
户通过自身的劳动力脱贫致富。”四川早白尖茶
叶有限公司总经理欧纯忠说。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2020年，全面脱贫后，
如何防止返贫，怎样解决农民下一步在生产发展
上的资金需求？

在走访四川早白尖茶叶有限公司时，邮储银
行宜宾市分行工作人员发现，曾经产业扶贫的贫
困户，大部分已经在企业的指导下，自发种植茶
叶，待扶贫贷款到期偿还后，农户的经营资金就
会收紧，对生产投入将随之减少，也会对贫困户
的家庭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对此，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结合现在开办的
返乡创业贷款、信用村建设等工作，思考将产业
扶贫、返乡创业、信用村信用户贷款有效结合，形
成政府、银行、企业、信用村、农户“政银企村户”
五方联动的机制，与政府创业的相关政策有效衔
接，以返乡创业贷款为依托，对贫困户继续加大
资金支持力度，最大程度减轻农户的融资成本压
力，解决农民抵押担保和产业发展难题。

自2012年办理创业贷款以来，邮储银行宜宾
市分行累计向 6417 名创业者投放再就业贷款
7.57亿元，扶持 6000余人成功创业，带动和吸纳
近万人实现就业。

今年，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又与宜宾市人社
局签署《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计划
用5年时间扶持5000个创业实体，投放创业贷款
不低于7.5亿元，带动10000人创业致富。

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平台”合作，以创业带
动就业……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用行动兑现承
诺：以优良之师竭诚服务，巩固扶贫成果，做好金
融精准扶贫工作，融入乡村振兴，打造三农金融
优势品牌，金融“活水”滋润新时代“三农”事业。

融入乡村振兴 打造“酒都”三农金融优势品牌
——邮储银行宜宾市分行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纪实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江安县下长镇民主社区信用社区建设授牌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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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精准扶贫 邮储银行在行动”>>

近日，自贡市自流井区与省农担
公司签署财金互动助推农业产业发展
信贷担保合作协议。此后，自流井区将
与省农担公司合作开展“助农信贷担
保”，建立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
风险补偿金制度，创新财政投入方式，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信贷资金投入，着力破解当前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省农担公司负责人表示，自流井
区有丰富的农旅资源，特色农业产业、
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巨大，与公司有广
阔的合作空间。省农担公司将充分发
挥政策和业务优势，进一步简化审批
流程，开设绿色审批通道，为自流井区
农业担保项目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担
保服务，推动全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为乡村振兴提
供坚实保障。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陈家明 摄影报道

2019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
圆满结束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10 月
27日，以奋楫扬帆，敢为人先为主题的第十
六届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圆满结束。本届挑
战赛汇集了我国内陆及港澳台地区多所顶
尖高校的代表队，各校代表队在竞赛中大展
身手，尽显中华学子的税务才能。经过三轮
激烈角逐，最终上海财经大学代表队摘得桂
冠，国立政治大学和天主教辅仁大学分获亚
军和季军。

据悉，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创办于 2004
年，是德勤税务研究学会的一大专项赛事。德
勤税务研究学会通过支持大中华地区一系列
全 国性和地方项目，致力于推进税务领域的
教育、研究与创新。本届比赛共邀请了来自全
国32个城市72所优秀大学的学生报名参赛，
最终66所学校的学生成功组队参赛。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安蓓 王雨
萧）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28日表示，优化
营商环境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
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实
抓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各项
工作，推动全国范围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在当天举行的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交流
现场会上，林念修指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对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意义重大。
要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用法治来规范政
府和市场的边界，打通制约营商便利化的堵点，
努力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更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

前 78位跃至 46位，今年再度升至第 31位，跻身
全球前 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
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林念修表示，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
为，涌现出一大批创新做法和鲜活经验，企业和
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但同时也要看
到，当前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成效还只是初步
的。站位全局、统筹谋划的思维还有待提升；职

责明确、协调配合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市场主体
获得感、满意度还有待提高。解决这些问题，仍
需继续付出艰苦努力。

林念修强调，要着力构建协同高效共治的
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服
务，坚持深化改革，强化法治保障，着力推动全
国范围营商环境大幅提升。

据新华社电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已
于日前收到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书面通
知，确认其自 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正式通过认
证模式注册，成为亚洲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符合

《欧盟基准指数监管条例》（以下简称“BMR”）
监管要求的第三国基准管理人。

通过BMR注册，意味着中证指数公司已通
过国际实践率先打破指数业务国际市场的地区
进入壁垒，未来可在欧盟持续开展已认证指数的
相关业务，从而提升旗下指数的国际影响力。

据了解，《欧盟基准指数监管条例》由欧盟
理事会于2016年5月12日正式批准，是根据国

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金融基准指数报告
原则》制定的全球范围内第一部有关基准指数
的官方监管规定，旨在保证欧盟境内基准指数
市场健康繁荣运行，消弭调和基准指数各主体
间利益冲突，打击人为操纵、保护投资者权益，
规范统一各成员国基准指数的立法。

建信基金叶乐天：
聚焦A股“入摩”机遇

随着 11月“三步走”计划全部完成，A股
在 MSCI 指数中的纳入因子将由 5%提升至
20%，为A股带来更多的外资“活水”。

建信基金金融工程及指数投资部副总经
理、建信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拟任基金
经理叶乐天在近期举办的建信基金Wind 3C
会议上指出，A股“入摩”在资金面、基本面和
情绪面释放多重利好，MSCI 指数成份股最
为受益。在此背景下，建信MSCI中国A股指
数增强基金和建信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
ETF是投资者把握A股国际化投资机遇的优
质工具。 (李华)

华夏基金领跑中国ESG投资

近日，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在东京举
办 TCFD（又称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组）峰会。华夏基金与多家全球顶级资产所有
者及资产管理公司一起出席会议。华夏基金
董事总经理、QFII 条线负责人潘中宁在峰会
的圆桌论坛上发表演讲，代表中国资产管理
机构向全球投资人介绍了中国可持续投资
（ESG 投资）的发展现状，以及在中国乃至亚
洲地区推动气候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取得的
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并呼吁全球投资人达成
共识与合作。演讲获得了热烈反响，在各国投
资者中产生共鸣。

据悉，华夏基金早在2017年就建立了立足
可持续投资的ESG团队，是国内第一批开展可
持续投资的资产管理人。目前，华夏基金已在主
动管理的投资流程中纳入了对 ESG 的全方位
考量，采取了制定策略、财务分析、组合管理、风
险管理、公司沟通和定期跟踪的六步投资流程。
在借鉴国际主流ESG评价框架的基础上，华夏
基金的 ESG 研究团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特
点，开发出一套适用于本土市场的可持续投资
研究框架。 (李华)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持续加力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
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累计为18.7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28万
亿元。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13.63万亿元，
同比多增 4867亿元。9月末，广义货币（M2）同
比增长8.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2个和0.1个百分点。

“三季度金融数据整体向好，应该说是实
体经济存在较强的资金需求和金融体系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加强共同作用的结果。”交通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此表示，一方面，我国
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增长韧性较强，实体经
济对资金的需求仍然比较强；另一方面，金融
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得到加强，金融体系
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不断疏通，资金
的供需关系更加合理，投向实体经济的资金有
所增加。

连平认为，M2增速较前值出现 0.2个百分
点的回升，结合信贷数据，基本反映了前期国内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初步成效。今年以来出
台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信贷政策，取得了积极
成效。未来在体现稳健货币政策要求的同时，应
进一步适度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促进完善
利率传导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促进贷
款实际利率下行。 （李玲）

我国将推动全国范围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助农信贷担保”为自流井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亚洲首家！中证指数公司通过BMR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