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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动态 

 我行 2015 年 200 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圆满成功 

我行 200 亿元二级资本债券于 4 月 28 日成功发行，此次认购得到市场较好
响应，有效申购金额为 218.80 亿元，有效申购倍数达到 1.094。本期债券的成功
发行充分显示出投资者对我行实力的认同和对我行优异资质的肯定。 
 

2015 年一季度，受经济增速与通货膨胀数据下行及人民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
率等因素影响，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较大。作为首家发行第二期二级资本债的银
行，在发行销售阶段我行面临了很大压力，为了抓住有利的发行窗口，确保全额
发行成功，董事长洪崎亲自部署，财务总监白丹与资产负债部进行路演推介，赴
多地逐家拜访了国有和股份制银行，有效锁定了发行认购量并获得了精准的定价
信息。同时，为确保发行量，发行小组制定多套应急方案，逐家落实认购金额，
最终，超额完成认购。 
 

本期债券将全额补充我行二级资本、提升资本充足率，可支持新增风险资产
约 2000 亿，为我行各项战略业务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并确保今年各项
经营目标的实现。 
 

 我行成功举办 “新常态·银基合作高峰论坛” 

为把握当前资本市场业务发展机遇，推动银基业务合作，5 月 26 日下午，我
行资产托管部在上海召开“新常态·银基合作高峰论坛”。基金行业 40 家基金
公司的负责人及北上广深 4 家分行资产托管业务的分管领导应邀参加了本次论
坛。 

我行行长助理李彬在致辞中指出，2014 年以来，在改革创新的推动下，国内
资本市场迎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行情，为商业银行与基金公司的合作创造
了业务空间。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未来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资产管理，而
基金行业作为我国规模最大、运作最为规范的资产管理平台之一，在大资管时代
是商业银行核心的业务合作伙伴。为此，民生银行非常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发挥
我们的客户渠道、资金、资产的多重优势，与广大基金公司客户，建立互补合作、
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关系，更好地服务于全行资产管理业务的广大客户，分享资
本市场发展的大好历史机遇。 

 
中国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洪磊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财富管理

与养老体系》的演讲，浙商基金董事长肖风，汇添富基金副总经理陈灿辉，腾讯
财经副主编、知名互联网金融专家韦洪波分别就资产管理行业发展、互联网金融
等作了主题发言。会议还以两个分论坛的形式邀请了部分基金公司代表与我行资
产管理部等兄弟部门，就渠道与产品合作、委托资产管理等主题进行了互动讨论。 

 
最后，我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张昌林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发表了题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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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托管与您同行》的演讲，全面阐释了民生银行推进银基合作、着力打造“托
管+”综合服务平台的整体思路，得到了与会同仁的广泛认同。与会各方纷纷表
示，双方在基金代销、资产托管等传统业务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将进
一步在股票配资业务、打新结构化产品、第三方投资顾问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共同拓展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我行首次发行美元中期票据取得圆满成功 

5 月 14 日，我行香港分行成功发行 6 亿美元 3 年期中期票据。此前香港分行
已经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关于 50 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MTN）上市的批准，此
次发行是在 MTN 机制下发行的第一笔美元债券。 

 
5 月 11 日至 5 月 14 日，我行党委委员林治洪、财务总监白丹率队赴香港、

新加坡、伦敦进行全球路演。经过三天的全球路演推介，我行共会见了约 150
个国际投资人，市场反响极为热烈，共有 124 位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发行规模
6 亿美元，锁定年固定利息成本为 2.371%。 

 
此次发行获得国际投资机构的踊跃认购，显示出国际投资者对我行业务模

式、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香港分行作为这次中期票据发行人以
及全球协调人，验证了香港分行卓越的金融服务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展示了我行
的雄厚实力。此次中期票据的成功发行也进一步强化了我行的财务质量，开拓了
海外融资渠道，对于我行继续推进战略转型、实现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我行与 58 同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 月 8 日下午，我行与 58 同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行长助理李彬、资产托管
部总经理张昌林等一行出席了签约仪式。行长助理李彬在签约仪式上致辞，她回
顾了民生银行开拓进取、改革创新的发展历程，同时提出在新常态、新时代背景
下，我行正在用互联网思维，以“开放、协作、平等、分享”的态度，同广大互
联网平台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一起拥抱互联网金融时代，共同谱写互联网时代新
篇章。 

 
58 同城作为一家专注于用户居家、汽车、票务、旅游等基本生活服务需求，

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积累了 6 亿以上的客户群体，形成一个巨大的生
活生态圈，依托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派生大量的互联网金融合作机会。会
上，58 同城公司总裁兼 CEO 姚劲波也表示，本次的战略合作签约是 58 同城与我
行开展紧密合作的开始，未来双方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业务优势，通过强强联合，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本次合作，我行和 58 同城双方经过前期深入的沟通探讨，最终达成全面战

略合作的意向。双方决定以资金托管为切入点，由我行担任 58 同城旗下金融信
息服务平台（“58 钱柜”）唯一的资金托管行，依托托管合作为平台，向 58 同
城提供包括支付结算、综合授信、资产推介、客户分享、资产委托和投资银行等
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此次合作也是我行继今年 2 月份发布第一代“网络交易平
台资金托管系统”后，在互联网新金融领域又一重大突破，预示着我行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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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又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 
 

 我行直销银行客户数突破 200 万 

经过 15 个月的高速发展，我行直销银行用户数与资产规模呈现出超预期增
长，截至 6 月 1 日，客户数已突破 200 万户，资产规模超 310 亿元，如意宝申购
额超 4600 亿元，累计为客户赚取了超过 10 亿元的收益。 

 
2015 年以来，“互联网+”概念深入人心，银行业布局互联网金融的步伐明

显加快，国内直销银行已扩容至 30 家。我行直销银行紧抓先发优势，不断创新
产品及服务，已成为业内标杆。和讯网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33.8%的受访
用户很熟悉直销银行，43.9%的受访用户已在直销银行开户，其中 61.1%的受访
用户选择民生银行。 

 
5 月 30 日，由《银行家》杂志主办的“中国金融创新论坛”在京举行，我行

直销银行与数十家国内知名银行同台竞技，凭借创新商业模式、简单的产品、优
质的客户体验等优势，摘取“十佳互联网金融创新奖”。 

 
未来，直销银行将继续以“简单的银行”为服务理念，不断深挖互联网蕴藏

的巨大潜力，尝试打造基金超市、保险超市综合平台，结合互联网用户需求提供
资讯、数据、工具、交流等辅助功能，将直销银行打造成为独立的信息平台、撮
合平台、交易平台。同时积极探索薪资贷款、学生贷款、P2P 网贷及众筹等多项
贷款业务，不断提升我行互联网金融核心竞争力。 

 

 我行香港交易中心揭牌仪式顺利举行 

5 月 21 日，我行香港交易中心揭牌仪式顺利举行。揭牌仪式上，党委委员林
治洪及行长助理李彬分别发表致辞。林委员指出，外汇、利率以及大宗商品交易
是银行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体现，香港交易中心的成立为民生银行的二次腾飞以及
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方面奠定了基础。行长助理李彬指出香港交易中心作为全行
金融市场板块的海外平台，一定要立足香港，服务于全行金融市场条线，在目前
的经济新常态大环境下，打通境内外联动的交易通道，在国际化进程加速的过程
中，满足境内客户的国际化需求，同时也要做好全行金融市场条线的信息中心，
及时传递海外市场的最新动态。 

 
香港交易中心将秉承民生银行的创新精神，在推动我行金融市场业务管理创

新、增强我行境内外市场联动，提升我行金融市场业务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我行“汇富”系列首单产品成功发行，主导型企业资产证券化业

务落地 

2015 年 5 月 19 日，由我行发起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先锋租赁 1 号汇富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海交易所成功挂牌发行，发行总金额 4.3 亿元。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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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 2014 年 10 月证监会重启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并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以来，
第一单由我行主动发起并担任财务顾问的公开市场挂牌产品，标志着我行主导型
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全面落地。 

 
“汇富”系列产品是投资银行部根据全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规划，推出的

代表由民生银行发起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系列。“先锋租赁 1 号汇富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是根据对我行交通金融事业部汽车租赁行业客户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业
务需求，由我行主动发起，全程参与流程把控，协调项目各个中介机构积极配合
的工作成果。 

 
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应用广泛，运作模式灵活，在国内推出后，无论是

以银行信贷资产为基础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还是以企业生息资产为基础的企业资
产证券化都受到广泛瞩目。企业资产证券化由于可适用的基础资产范围广、企业
类型多、行业跨度大，在经历了 8 年的试点阶段后业务逐步转入常规，已经成为
拥有优质资产的企业重要的直接融资方式。此次由我行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业
务模式成功落地，不仅为我行打开了这一重要市场，而且在金融脱媒的大趋势下，
对我行持续掌握优质金融资产，获取中间业务收入具有重大意义。投资银行部将
认真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更好的推动全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全
面快速发展。 

二、荣誉奖项 

 我行喜获全国党建课题研究优秀成果奖 

5 月 21 日，银监会召开系统党建课题工作会议，银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
杨家才主持会议，银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郭利根出席会议并讲话。我行党委委
员、工会主席陈世强参会。会议对我行党委宣传部与银监会联合上报的课题《构
建企业民主管理体系，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在 2014 年全国优秀党建课
题研究中荣获优秀奖进行了通报和表彰。此次获奖，是我行党委连续四年与银监
会合作开展党建课题研究并获得全国奖项。 

 
本次课题由我行党委宣传部和银监会联合上报，对我行近年来积极开展企业

民主管理体系建设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此次获奖，提现了我行民主管理体系
建设工作得到银监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 

 
课题以新形势下我行的战略转型、不断壮大的员工队伍，以及多元化的员工

需求为背景；以创新做好企业群众工作，促进企业家园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激
发全行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为我行的改革发展和中心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思
想保障为着眼点；对我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
系统总结和梳理；基于实践，对我行当前民主管理体系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
析，就未来加强和改进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并以此为依托创新、深化员工
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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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加银资管摘得“金理财—最佳资产管理品牌”大奖 

在资产管理行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金理财”奖评选落下帷幕， 民生加银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摘得“最佳资产管理品牌”大奖。此次“金理财”奖首次将基
金资管纳入奖项的评选。 
 

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金理财”奖针对金融投资类理财、资管品牌及产
品进行综合评选。“最佳资产管理品牌”奖重点考查资产管理公司的品牌美誉度、
业务创新及推动力、业内影响力及风控能力。评选由活动组委会组织的专家评审
团和大众网络票选、微信票选等联合完成。最终，民生加银资管以绝对优势摘得
基金类“最佳资产管理品牌”的大奖。 
 

截至 2015 年 4 月底，民生加银资管累计资产管理规模突破 1 万亿元，存量
资产管理规模近 6000 亿元，以绝对优势持续居同业首位。在规模大幅增长的同
时，公司稳健经营，不断完善风控体系，未出现任何重大违规事件。 
 

民生加银资管成立两年多以来，已经初步搭建了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平台。
2014 年，公司在资产证券化、全权委托等自主业务领域获得突破性发展，未来
跨境服务平台、融资租赁平台和商业保理平台也将相继布局，民生加银资管为客
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的能力稳步增强。 
 

三、民生新闻 

 银行业试水生物识别技术，民生首推“指纹支付” 
2015-05-18  记者:宋佳燕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此前，支付宝已率先推出运用生物识别技术的指纹支付。民生银行表示，支

付宝的指纹支付采用单一因素认证，而民生手机银行则使用“指纹+密码”的双
因素认证，更能保障客户交易安全。 
 

近日，民生银行宣布推出手机银行指纹支付服务，成为国内率先试水生物识
别支付应用的商业银行。 
 

民生手机银行个人版或小微版客户，通过苹果 5S 及以上手机或其他苹果移
动终端且开通 Touch ID 功能，即可在手机银行“个人设置”中选择“指纹支付设
置”验证个人指纹和输入交易密码开通指纹支付服务。 
 
民生方面介绍，这一支付手段目前的应用场景包括缴费；话费充值；二维码扫码
支付；火车票、飞机票、景点门票和电影票购买；特惠商户订单支付等。 
 

指纹支付的交易过程，省却了短信验证方式中需要等待短信和手动输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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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的步骤。民生银行表示，应用这一技术最大优点在于，能减少客户操作流程并
节省交易时间，进一步提升了支付交易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备受关注的技术安全性方面，民生银行相关人士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可有效
避免传统短信验证手段潜在风险。 
 

传统短信验证必须经过银行发送通信商、通信商发送客户两个环节，随着手
机木马，伪基站等黑客活动日渐增多，短信验证码被拦截的可能性大幅增加；而
生物识别技术的身份认证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民生手机银行指纹支付采用本地
验证方法，可有效避免被网络攻击的风险。 
 

此前，支付宝已率先推出运用生物识别技术的指纹支付。民生银行表示，支
付宝的指纹支付采用单一因素认证，而民生手机银行则使用“指纹+密码”的双
因素认证，更能保障客户交易安全。 
 

目前认证身份的主要方式有使用者记忆内容（如密码）、使用者特殊认证（如
动态密码卡、IC 卡）、使用者唯一特征（如指纹、瞳孔）三种。 
 

对此，民生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单独来看，三种方式都存在一定问题，但把
其中两者结合起来认证的可靠性就会大大提高，这种认证的方法就是“双因素认
证”。这一方法应用最成功的典范就是银行自动柜员机。 
 

除了指纹支付，民生银行称，目前已对声波、蓝牙、虹膜、人脸识别等新技
术积极开展应用准备工作。 

 

 

 践行普惠金融的先行者 ——中国民生银行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纪实 
2015-05-22 11:06:36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责任编辑:马欣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
融服务的雨露甘霖”。作为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民生银行一直秉承“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理念，锐意改革创新，积极践
行普惠金融，走出了一条具有民生银行特色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之路。近年来，
民生银行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夯实小微金融服务、开拓小区金融蓝海、创新服
务“三农”、实施绿色金融战略等方面，留下了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贴心送服务 帮扶渡难关 

 “在我们心中，民生银行是真正的朋友。”——江苏新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松 
  

“公司上市是很多企业家的梦想，当实现梦想的机会即将与我插肩而过的时
候，是民生银行帮助了我。”回想起这几年来企业经营中的酸甜苦辣，陈松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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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 
 
陈松的企业叫江苏新中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以除尘器、脱硫和脱销

为主的环保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销售。近年来，随着市场认可度逐步提高，
新中环保实现飞速发展，并在 2008 年进行了股改，准备向资本市场迈进。此时，
很多银行都瞄准了新中环保拟上市公司的前景，纷纷给予高额授信。 

 
然而，作为从事实业多年的一位民营企业家，陈松并不擅长资本运作，上市

经验不足，未能及时将原料聚苯硫醚生产企业装入上市主体之中，导致 IPO 于
2010 年遭到证监会否决。消息传出，正蜂拥而至的银行纷纷转身而去，新中环
保顿时面临银行抽贷、资金链紧张等问题，破产、重组传言一时甚嚣尘上。 

 
正当陈松焦头烂额的时候，民生银行客户经理主动上门拜访，奔赴现场查看

生产情况。看到生产车间井然有序，客户经理松了一口气。但是，他行抽贷的阴
影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高悬在陈松的头上。由于新中环保在前期已将
土地厂房等抵押至他行，怎样才能既兼顾民生银行信贷资产安全，又能解决公司
资金压力，挺过这段困难时期，成为陈松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客户经理的陪同下，民生银行有关工作人员多次现场走访，深入了解新中

环保的运行模式。该行评审员发现，新中环保非常符合民生银行的订单融资模式，
如果采取这一模式，可以扩大对于新中环保的信贷资源投入。 

 
随后一个月，民生银行的评审员、客户经理同陈松进行了 10 多次交流，反

复推敲订单融资的每一个执行细节、合同文本的每一个字句，最终确定了以订单
融资为基础，联动开发上游客户，并按照上市进程分批提款的综合融资方案。及
时的“雪中送炭”，使新中环保度过了 IPO 被否之后的艰难时刻。 

 
在新中环保股改前，民生银行张家港支行客户经理就一直与公司保持联系。

他目睹了新中环保生产技术和产品的步步升级，还跟随陈松一起考察过企业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用户，实地了解产品的使用情况，并时常由衷感叹：“同根，同源，
同成长，这是中国民生银行与民营企业一路同行的承诺和宣言。一定要为这样利
国利民的环保企业争取更大的信贷支持。” 

 
时光荏苒，新中环保与民生银行的合作已进入第 6 个年头。企业规模稳步增

长，不仅取得了建设部、环保部和江苏省建筑工程管理局颁发的各类资质证书，
生产的 XLDM型低压脉冲袋式除尘设备和 EBC型高效荷电分级式布袋除尘设备还
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布袋除尘器销售总量全国第一。如今，各家银行又纷
至沓来，甚至允诺大额授信，但是在陈松的心中，真正的朋友只有民生银行。 

 
金融滴灌商业圈 民生小微正能量 
 
 “民生银行的产品创新始终走在前列，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方面，他们服

务和创新的思路很难被超越。”——四川成都城隍庙电子电器市场张晓 
 
清晨 6 点，位于成都市城北一环内的城隍庙电子电器市场已是一派繁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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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和员工们也开始了忙碌而紧张的一天，不仅要快速地把电子电器元件、音像制
品等摆放整齐，还要热情接待前来批量采购的顾客。早在 1996 年，张晓就同丈
夫一道创办了一家音响制品厂，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到 2002 年，音响行业
开始衰退，他们就转向冰箱洗衣机贸易，主要针对农村客户。2006 年，张晓夫
妇正式从黑电转向白电生意。“我们做生意以前都是现金交易，手里有多少钱就
做多大的生意，业务往来也只有存没有贷。”张晓说，当时他们对银行很陌生，
没想过要通过银行贷款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和品牌。 

 
由于附近没有类似的、货品比较齐全的商铺，张晓他们的白电生意刚开张时，

店里生意不错。但是很快，两家模仿他们的商铺陆续在周围开了起来。其中有一
家店铺经济实力很雄厚，前期为了把张晓他们打垮，好多货物都是进价、赔钱销
售。眼看顾客流失了很多，营业额也大幅下降，张晓备感焦急，一度想把商铺转
让出去。此时，张晓无意间看到了民生银行骡马市支行的宣传页，她感觉其产品
和服务很‘对味’。不久，民生银行的业务人员来拜访城隍庙的商家并与商户们
促膝谈心。张晓慢慢明白，企业想要做大，离不开一个专业的银行“出钱”，更
离不开一个出色的银行团队“出智”、“出心”。顺利获得了民生银行给予的资
金支持和发展建议，让张晓赢得了家电下乡的四川代理商资格。一年后，看着营
业额翻倍往上涨，张晓的心里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感激。 

 
在这个电子电器市场里，张晓是最早一批享受到民生银行小微金融服务的商

户。几年来，民生银行不仅给商户们提供了资金帮助，还为他们组建了城市商业
合作社，给予了专业辅导和贴心服务。“有了城市商业合作社的介入，让我们感
受到做企业不仅是自己单打独斗，还要有回馈社会的责任感。”张晓说。 

 
“20 多年的艰苦创业，多亏有民生银行一路陪伴。”张晓说，她一直认为民

生银行的产品创新始终走在前列，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方面，他们服务和创新的
思路很难被超越，在未来的日子里，她愿意继续和民生银行携手同行。 

 
服务有“体温” 满意度才“升温” 
 
“民生银行的到来，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还为我们送上一次次精

心策划的活动，我们非常喜欢和民生银行做朋友。”——山西太原太钢社区赵大
娘 

 
今年 73 岁的赵大爷，是太原钢铁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每个月，赵大爷都

会拿他和他老伴的工资卡来民生银行太钢社区支行取退休金，也会把多余的钱转
存一些定期存单。虽然赵大爷身体十分硬朗，但耳朵背得厉害。对于柜员来说，
隔着玻璃用话筒跟他喊话，他也时常听不清，但从他的眼神中，能读出他内心的
焦急。 

 
为了不让赵大爷犯难，社区支行想了一个办法：用写纸条的方法跟他交流。

当需要提供身份证时，就会将“身份证”三个字尽量大地写在一张纸条上，赵大
爷看后便会会意一笑，掏出身份证递给柜员。需要填写代理人信息时，便在代理
人填写栏用铅笔标注“请填写”字样，他就会非常认真地将单子填写整齐递给柜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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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社区支行柜员几乎每个月都会用这样特殊的方式跟赵大爷交流两三

次。久而久之，需要传递的纸条越来越少，因为赵大爷已经很熟悉需要办理业务
的流程了，他先会在大堂经理的协助下将单子都填好，到柜台前隔着玻璃，只需
简单的示意就能轻松地办完业务。 

 
为了方便更多社区老人办理银行业务，太钢社区支行还专门开通了敬老绿色

通道，为老人提供定制化的家庭金融服务。老人来办业务不需排队，有专人负责
全程接待；老人可到贵宾室喝茶，享受为他们精心准备的专业按摩；每有健康讲
座和养生知识宣传等活动，社区支行也总是把老人请进贵宾厅……现在，赵大爷
习惯没事儿就来太钢社区支行逛逛，了解了解最新的财经消息、坐下喝喝茶。渐
渐地，他也变成了社区支行的义务宣传员，“把钱放民生银行就是放心、舒心，
民生银行的服务就是贴心！”成为赵大爷经常给街坊邻居经常讲到的一句话。 

 
为表达对老人的关爱，每个节假日，太钢社区支行还会推出一系列丰富居民

生活、给居民带来实惠的活动：春季晨练活动、夏季消夏电影节、秋季回馈活动、
冬季暖冬养生活动。这些特色活动深入人心，使得民生银行在社区居民心中，已
不仅仅是一家银行、一个平台，更是一份感动。在“九九”重阳节前夕，社区支
行还特别成立了夕阳红俱乐部，赵大爷的老伴赵大娘是俱乐部的第一批会员，参
加了很多公益性文艺演出，“民生银行的到来，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还为我们送上一次次精心策划的活动，我们非常喜欢和民生银行做朋友。”赵大
娘动情地说。 

 
如果说服务是发展的制胜法宝，那么关怀备至、想百姓所想的贴心服务就是

服务的最高境界。在民生人的眼里，服务不仅是一张张笑脸和一句句问候，也不
仅是华丽的厅堂和舒适的环境，而是最大限度地贴近群众、站在客户的角度，用
带有体温的人性关怀和真情付出，让每一位客户都能感受到尊重与理解，享受到
最想要的个性化便捷服务。 

 
在海边收获感动 为渔民“贷”来希望 
 
“以前我们种海蛏都是中苗、小苗的比较多，今年就是因为有了民生银行大

力的资金支持，种缢蛏大苗的比较多，收入也可以大大的提高。”——福建连江
缢蛏养殖户张金贵 

 
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闽江出口的连江县，海洋资源丰富，长期保持全国县

级水产第二大县和福建省水产第一大县的地位，有“中国鲍鱼之乡”的美誉。在
一望无垠的海面上，民生银行工作人员常常乘着柴油机船，向北茭村海域深处的
渔排出发。这是推广民生银行微信贷后，现场考察用户养殖情况最频繁也是最直
接有效的方式。 

 
鲍鱼养殖户老林在过去的 7 年时间里，从原始的家庭养殖发展到如今 2 万套

的养殖规模。据老林介绍，两年前的这个时候，连江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赤潮重
创，受影响的鲍鱼几乎一夜之间全部死亡。“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海水变色了，突
然间鲍鱼死了好多，每个人都跑到鱼台那边看，用篮筐捞起来的鲍鱼都死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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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每户都损失惨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老林仍心有余悸。 
 
看到一年的辛劳付之东流，老林和他乡邻们都非常难受。眼瞅着下一季投放

的饵料资金和工人的工资可能没着落，正巧遇到民生银行工作人员来到村口开展
微信贷。伴随着微信贷的及时放款，老林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他用充裕的资金
重振旗鼓，买鲍鱼饵料、研发养殖新技术、每月 15 号按时给员工发工资。“这
就像一场及时雨，救活了我们整个村庄啊！”老林十分感慨地说。 

 
与老林家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中麻村的小张，由于农户普遍缺少抵押担保等手

段，缢蛏养殖户们很难获得银行授信支持。了解到此情况后，民生银行工作人员
立即来到中麻村海边调研，“当时，有一幕让我们觉得十分壮观的场景：有一千
多户养殖户突然挑着担子集体往海边跑，我问他们怎么了？他们激动地说涨潮
了，收蛏的人回来了！这幕场景深深震撼了我，让我觉得这里的缢蛏养殖群体很
努力，资金投向这里是没问题的。况且养殖户很需要这笔资金，我们银行也算是
尽一份社会责任。”民生银行一位工作人员说。 

 
就这样，一款基于微信贷的产品——“缢蛏贷”横空出世了。可由于村民的

不了解，新推出的“缢蛏贷”却遇到了门可罗雀的尴尬。民生银行工作人员并不
气馁，深入村庄，搭起小帐篷，挂起大横幅、现场讲解推广，让养殖者在家门口
就能办结所有业务。 

 
“银行到我们村门口了，生活更方便了。”连江县中麻村村民张金贵感叹说。

仅仅只用了 7 天时间，20 万元贷款就打到了张金贵的账上，这是他多年来第一
次有银行“撑腰”，他不由得感慨：“民生银行办事效率高，贷款审批快。家门
口的银行，真的是很贴心”！ 

 
截至目前，连江县共有 300 多户渔民申请了“缢蛏贷”，贷款金额达到 5000

多万元。此外，民生银行连江支行还推出了“海带贷”、联保贷款、互助资金等
金融创新服务，都备受渔民欢迎。 

 
正午的潮水已经退去，裸露的滩涂上，灰褐色的小螃蟹恣意地窜动。“以前

我们种海蛏都是中苗、小苗的比较多，今年就是因为有了民生银行资金的大力支
持，种缢蛏大苗的比较多，收入也会大大提高。”缢蛏养殖户小张感叹道。 

 
心系绿色 情定“鲁丰” 
 
“回想起企业刚刚决定转型升级的那段时间，还真是吃了不少闭门羹，多亏

了民生银行的大力支持，才帮助咱们渡过难关。”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于荣强说。 

 
2000 年 8 月，鲁丰环保公司成立于山东博兴。山东是我国铜铝传统加工业大

省，而鲁丰环保也曾是铝业生产大军中的一员。但近年来，铝行业产能过剩问题
愈来愈突出，铝材也是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最大的金属材料之一，国家对于企
业生产中节能环保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面对这一情况，鲁丰环保公司管理层意
识到，如果任由情况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企业被市场淘汰，因此决定实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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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战略，计划投入人力、物力自主研发相关新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既需要洞悉市

场寻找空白点，又需要集中精力研发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好产品，那段时间几个
工程师都没睡过好觉。”于荣强说，好在鲁丰环保的团队够专业、够效率，很快
就在实验室研究出单面光冷成型复合药用铝箔生产技术和双零铝箔生产技术，公
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可分解可回收，不仅完全符合国家节能环保要求，还被国家
有关部委认定为家重点新产品。 

 
但紧接着，鲁丰环保公司又遇到新的难题：虽然自主研发了新技术，但批量

生产后市场的接受度有多高，是一个未知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扩大生产
规模的过程中遇到了融资上的难题。 

 
“当时跑贷款的时候，以为咱有技术在手，贷款很容易，没想到找了好几家

银行后才发现，他们对冶金行业不够专业，尤其是新兴事物的接受程度更低，就
是单纯看企业抵押品情况。明明知道量产后将带来可观效益，可就是找不到人贷
款，你说说急人不急人。”鲁丰环保公司的财务部长说。 

 
偶然一次机会，民生银行冶金事业部济南二部客户经理从朋友那里听说了鲁

丰环保的处境，她主动找到了企业财务负责人了解情况，对企业向节能环保方向
转型升级表示了很大兴趣。“起初都有点不敢相信，以往都是我们去求银行，这
一下怎么反过来了。”于荣强笑着说，民生银行冶金事业部的专业性在此时就体
现出来了，这不仅体现在结果上，更体现在效率上。为了加快评审，那段时间客
户经理可以算是鲁丰环保的一员了。 

 
通过不断沟通，该客户经理完善了授信报告，并在最短时间内上报了总部评

审，为鲁丰环保确定了基于信用担保项下的综合授信方案，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票贴现、国内信用证（含项下押汇及代付）、出口押汇、
打包贷款等，并且迅速放款，顿时解了鲁丰环保的燃眉之急。 

 
现在，市场对鲁丰环保公司的环保型新产品极为认可，“鲁丰”牌铝箔也被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为山东省名牌产品。“正是由于民生银行的支持，才
保证了企业近年来持续稳定的运行。”于荣强坦言，民生银行的贷款项目不仅帮
助鲁丰环保公司渡过了难关，还促进了企业向节能环保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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