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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
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特别是亲自主持召开
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给民营企业吃下了“定心
丸”，向社会传递了比黄金更
珍贵的信心。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根据省、市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要求，
我市出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上
市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进一步
改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创新，
优化金融环境，为民营企业发
展“补血”“加油”。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金融活，则经济活，民营
经济发展更离不开金融支
持。为了助力民营企业做大
做强，我市持续扩大信贷投
放力度。

推动市政府与政策性银
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
行的战略合作协议落地，积
极争取信贷政策和资源向我
市倾斜。按月通报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情况，确
保实现年度预期目标，小微
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
款平均增速。制定完善金融
机构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评估办法，促进民营企业贷
款发放，建立民营企业信贷
正向激励机制。

“税融通”、新型政银担
及续贷过桥资金业务是我市
着力打造的“三个法宝”。我
市着力支持 B 级以上 （含 B
级）民营企业纳税人，政策性
担保机构对“税融通”贷款给
予增信支持。对资质条件好的
民营企业，放开“税融通”额
度 5 倍上限限制。鼓励金融机
构对优质民营企业发放纯信
用“税融通”贷款。支持金融
机构通过纳税信用与补充抵
押、担保增信等相结合，开展
“纳税信用 +” 信贷业务模
式。力争“税融通”年度累计
投放额 5 亿元以上。

同时，将符合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营企
业的担保业务纳入到新型政银
担风险分担体系，享受政策性
担保业务费率。力争到 2020 年
底，全市新型政银担业务新增
额达到 25 亿元。加强与省农业
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合
作，积极推进“劝耕贷”业务，
服务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引导
金融机构创新 “借新还旧”业
务模式，并积极配合市县开展
续贷过桥业务，有效降低民营
企业融资成本。优化续贷过桥
资金使用流程，实现年周转次
数 12 次以上，力争到 2020 年，

当年累计续贷不低于 26 亿元。
此外，我市支持民间资本

进入金融业，鼓励农商行引入
民间资本实施增资扩股。支持
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小额
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银企对接活动，
组织金融机构走进工业园区，
了解企业融资需求，支持聚焦
科技创新、生态旅游、“三农”
等重点领域民营企业融资需
求。持续推进“四送一服”双千
工程银企“点对点”对接活动，
实现银企对接常态化，提高签
约项目的履约落地率。

推动民营企业上市挂牌

资金常常被形象地比喻成
企业的“血液”，但这种血液的
补给常常会遭遇瓶颈，这已经
成为妨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世界
性难题。而上市融资可以带来
大量资金，提高企业净资产，降
低负债率，改善资本结构，提高

抗风险能力。
我市强化组织领导，各县

区、园区成立上市（挂牌）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联系重点上市
（挂牌） 民营企业制度，按照
“储备一批、培育一批、上市
（挂牌）一批”的梯次培育思
路，统筹协调推动辖区企业上
市（挂牌）工作。

市、县（区）、行业主管部
门按照企业自愿申报、政府积
极推动的原则，根据各层次资
本市场不同要求，分类筛选，建
立各自上市（挂牌）后备资源
库。根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全
市后备资源库数量不少于 100
家，濉溪县、三区各不少于 20
家，市高新区不少于 15 家，煤
化工基地不少于 5 家。

在此基础上，各县区、园区
紧盯后备项目，大力推进“规
股改、改上市（挂牌）”，分阶
段培育做大企业。对辖区内的
重点后备企业因企施策，引导
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并鼓励企业引进各
类战略投资者参与股份制改
造。在后备资源库中梳理出一
批条件较为成熟、意愿较为强
烈的民营企业作为重点项目，
倾斜资源和政策，重点扶持、重
点培育、重点调度。

我市上市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按职责分工，在项目申报、资
金安排、权证办理、行政审批
（许可）、合法合规证明等方
面，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积极帮助民营企业协调解决股
份制改造以及上市 （挂牌）中
遇到的困难，灵活提出解决办
法，着力解决拟上市企业项目
审批、资产转让、产权确认等历
史遗留问题，及时出具上市相
关证明文件等。

发挥政策和基金引导作用

我市完善扶持政策，针对
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市财政给
予一定奖励。如对成功在境内

外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市财政
给予 2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在
“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市财政
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
在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企
业，市财政给予 4 万元一次性
奖励，受益县区（园区）给予 5
万元奖励；对在境内外交易所、
“新三板” 和省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股权融资的企业，按融资
额 1%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
元一次性奖励。

为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
作用、扩大市产业扶持引导基
金规模，我市相关部门主动对
接省相关机构，以市产业扶持
引导基金为基础，有序设立碳
基、硅基、铝基，新材料、创投
等各类专业子基金，加大对市
重点企业的投资。鼓励覆盖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资机构落
户淮北，逐步培育发展本土投
资机构，优化企业股权，增加
资金供给，服务实体经济。鼓
励有条件的县区、园区设立投
资基金。

在深入园区和企业、加强
政策宣传解读的同时，我市进
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建立民营
企业融资帮扶工作机制，协调
金融机构对发展有前景、暂时
有困难的民营企业，不简单断
贷、抽贷、压贷，“一户一策”
支持纾困，构建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优化地
方金融监管审批服务，进一步
压缩审批时间，精简审批材
料，打造地方金融组织 “四
最”营商环境。提高地方金融
监管执法水平，对各类所有制
地方金融组织执行同样标准。
多措并举进一步增强我市民
营企业上市（挂牌）意识，激
发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更多
民营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
场融资发展。（图片由首席摄影
记者岳建文提供）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市
金融业整体运行平稳。截至 1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 1438.89 亿元，较
年初减少 46.01 亿元，下降
3.10%。各项贷款余额 963.43
亿元，较年初增加 19.31 亿元，

增长 2.04%。
从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情

况来看，至 1 月末，全市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361.09 亿元，较年
初增加 3.98 亿元，增长 1.11%。
涉农贷款余额 368.40 亿元，较
年初增加 9.22 亿元，增长
2.57%，高于各项贷款增幅 0.53
个百分点。

从税融通和新型政银担业
务情况来看，至 1 月末，全市税
融通业务余额 5.40 亿元，1 月
份累计投放 0.51 亿元。全市新
型政银担业务在保 2927 笔、余
额 24.40 亿元，1 月份累计新增
担保 1.23 亿元。

保险业和证券业运行平
稳。至 1 月末，全市 30 家保险

机构累计实现税收 0.16 亿
元、保费收入 9.57 亿元，其
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2.20 亿
元、人身险保费收入 7.37 亿
元。支付赔款和给付保险金
1.90 亿元，其中，财产险支付
赔款 0.62 亿元、人身险支付
赔款和给付保险金 1.28 亿
元。保单借款 0.39 亿元。全市

5 家证券机构证券账户（沪深
合计）数量 15.57 万户，累计
证券代理交易额 94.71 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313 万元、各种
税收 2661 万元。

此外，20 家小额贷款公司
至 1 月末贷款余额 13.29 亿
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 5.82
亿元，涉农贷款 1.73 亿元。

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假象。犯
罪嫌疑人对外以小额贷款公司名
义招揽生意，但公司无金融资质，
并以个人名义与被害人签订借款
合同，制造个人民间借贷假象。犯
罪嫌疑人以“违约金”“保证金”
“行业规矩” 等各种名目骗取被
害人签订 “阴阳合同”“虚高借
款合同” 以及房产抵押借款合
同、房产买卖委托书、房屋租赁合
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
同，有的还要求借款人办理上述
合同的公证手续。

二是制造银行流水痕迹。犯
罪嫌疑人将虚高后的借款金额转
入借款人银行账户后，要求借款
人在银行柜面将上述款项提现，
形成 “银行流水与借款合同一
致”的证据，但犯罪嫌疑人要求
借款人只得保留实际借款金额，
其余虚增款额须交还犯罪嫌疑
人。有的犯罪嫌疑人刻意让被害
人抱着提取出的现金进行照相，
刻意制造被害人已取得所借款额
的假象。

三是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
在签订借款合同并制作银行走账
流水后，犯罪嫌疑人通过“变相
拒收还款”“借款人还背负其他
高利贷”等方式和无理借口故意
造成或单方面宣称借款人 “违
约”，并要求全额偿还 “虚增债
务”，“虚增债务”往往大于本金
数倍甚至数十倍。

四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
借款人无力偿还情况下，犯罪嫌
疑人介绍其他假冒的“小额贷款
公司”或扮演其他公司与借款人
签订新的“虚高借款合同”予以
“平账”，进一步垒高借款金额。

五是软硬兼施“索债”。犯罪
团伙成员自行实施或雇佣社会闲
散人员，采取暴力手段或软暴力
手段侵害借款人合法权益，滋扰
借款人及其近亲属的正常生活秩
序，以此向借款人及其近亲属施
压；或提起民事诉讼，向法院主张
所谓的“合法债权”，达到侵占借
款人及其近亲属财产的目的。

（市公安局）

本报讯 3 月 8 日至 3 月
15 日，人行淮北市中支以
“学习掌握金融知识，提升
风险管理能力” 为主题，通

过淮北综合广播和淮北交通
广播两个广播频率，在黄金
时段每天 4 次宣传金融知
识。

围绕人民银行履职相关
的金融知识及金融风险防范

知识，节目涉及 11 个专题，
包括现代化支付系统、个人
征信、储蓄国债、整治拒收人
民币以及识别非法金融广
告、防范电信诈骗、银行卡安
全用卡等内容。

据了解，此次开设“空
中课堂”栏目，是人行淮北
市中支 “金融消费者权益
日” 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活动期间，人行淮北市中支
还将在辖内三区一县继续开

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传
活动，确保金融知识宣教活
动真正普及到千家万户，真
正提升辖区金融消费者的金
融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
力。

为民营企业“补血”“加油”
———我市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上市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解读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获悉，1-2 月份全市
共完成交易项目 307 个，同比增加
70 个，成交金额累计 106.78 亿元，
同比增长 349.7%，节约金额 3.37 亿
元，增值金额 7.96 亿元。其中：2 月
份完成项目 90 个，成交金额 54.58
亿元，节约金额 5133.05 万元，节资
率 11.42%，增值金额为 1008.25 万
元，增值率为 11.68%。

从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情况
来看，1-2 月份市本级共完成交易
项目 175 个，同比增加 64 个，成交
金额累计 50.01 亿元，同比增长
593.39%，节约金额 3.13 亿元，增
值金额 6.59 亿元。其中工程建设
交易项目，1-2 月份共完成 105
个，工程预算价 22.97 亿元，中标
价 19.96 亿元，节约金额 3.01 亿
元，节资率 13.12%，政府采购交

易项目，1-2 月份共完成 56 个，预
算价 1.28 亿元，中标价 1.16 亿
元，节约金额 1184.87 万元，节资
率 9.21%。产权交易项目，1-2 月
份共完成 4 个，底价 152.76 万元，
成交价 281.01 万元，增值金额
128.25 万元，增值率 83.95%。国土
资源交易项目，1-2 月份共完成
10 宗，起拍价 22.24 亿元，成交
28.82 亿元，增值金额 6.58 亿元，
增值率 29.58%。徽采商城类 1-2
月份签订订单 300 个，成交价
291.99 万元。

同时，1-2 月份濉溪县共完成
交易项目 132 个，同比增加 6 个，成
交金额累计 56.77 亿元，同比增长
243.4%，节约金额 2395.05 万元，增
值金额 1.37 亿元。其中：2 月份完成
项目 45 个，成交金额 51.54 亿元，
节约金额 1179.42 万元，节资率
10.87%，增值金额 880 万元，增值率
10.37%。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和客户服务工作，招
行淮北分行通过提高服务意识、创
新服务方式、加强舆情管控等方式，
努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打造客户
满意银行。

以科技手段创新金融服务。该
分行通过科技引领提供便民服务，
以新型电子渠道为导向，提升厅堂
服务与营销效能。通过梳理制定了
厅堂服务与营销指引，积极引导客
户手机扫码取号，培养客户使用习
惯；增配了 VTM 可视柜台实现自
助开卡，增配回单打印机实现了对
公客户流水打印和超过七成业务的
办理，实现了 ATM 刷脸取款、无卡
取款等功能。

以多彩活动加大金融宣传。去
年以来，该分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履行社会责任。全年共组织参与金
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等活动，组织营
业网点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行
金融网络知识宣传，受到广大市民
的欢迎。

以完善机制做好舆情管控。该
分行建立健全舆情管控机制，明确
条线管理部门和经营机构工作目标
责任，从消保服务角度出发，进一步
简化投诉处理流程，快速解决客户
诉求，并做好客户投诉舆情信息管
控。做好客户宣传信息质量管控，规
范信息发布审核流程，确保发布信
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强化对舆情管
控人员、营业网点工作人员的专业
化培训，积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本报讯 3 月 12 日上午，濉溪
农商银行召开 2019 年党建暨党风
廉政工作、“严规矩、强监督、转作
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及 2019 年工作
会议。

会议总结通报了 2018 年度党

建及党风廉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
部署 2019 年各项工作，并就“严规
矩、强监督、转作风”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进行了专
题动员。会议表彰了 2018 年度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并安排部分支行
现场签订了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
设、安全保卫及消防、案件防控等工
作目标责任书。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数和成交额
喜迎开门红

人行淮北市中支“空中课堂”宣传金融知识

濉溪农商银行
召开 2019 年工作会议

五招帮你识破“套路贷”

招行淮北分行
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各项贷款余额 963.43亿元 较年初增加 19.31亿元

今年以来全市金融业整体运行平稳

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皖北融资中心企业挂牌仪式。

税务部门到民营企业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传。

■记者 邹晨光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刘波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刘韬

■记者 黄顺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洪莉莉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华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