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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财经

我市高新企业参加“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

珠海绿色能源服务获好评

财经·动态

第九届(2018年度)珠海银行业
小微企业卓越服务奖

邮政储蓄银行
珠海市分行小企业金融部

第九届(2018年度)珠海银行业
三农服务卓越奖

第九届（2018年度）
珠海市民喜爱的手机银行

◆主要业绩:２０１7年累
计为近200家小微企业提供融资
服务，融资金额超10亿元。

坚持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定
位，自觉履行“普之城乡，惠之于
民”的社会责任，探索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服务小微金融的发
展模式，地方品牌影响力和社会
口碑显著提升。

邮储银行创新推出税贷通、
发票贷等纯信用贷款，为企业解
决融资难问题。2017年，邮储银
行联合市及各区税局举办多场大
型的银税互动活动，全年共新增
发放税贷通7800万元，全年累计
发放信用贷款超1亿元，有效的
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邮储银行积极参与政府“四
位一体”项目，开办转贷融资平
台资金业务，即运用政府资金为
企业提供还贷资金，较大程度减
少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邮储
银行还开办了助保贷款业务，即
由政府提供铺底资金为贷款进
行风险分担，银行为企业放大抵
押成数，扩大授信额度，降低企
业平均贷款利率，有效的解决了
企业融资贵的问题。

◆获奖情况:珠海市特区报社/
珠海市银行业协会 第六届（2015
年度）最佳中小企业服务奖

珠海市特区报社/珠海市银
行业协会 第七届（2016年度）
最佳中小企业服务奖

◆经典案例:珠海A企业生
产电路板，在国内市场发展了一
批较为固定的客户，企业同时积
极开拓海外市场。随着企业规模
的不断扩大，企业需求的流动资
金也不断增多，但由于企业的固
定资产有限，按照传统的抵押贷
款，只能做到290万元，邮储银行
对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后，
向企业发放了460万元的助保
贷，较他行增加了170万元的额
度，有效的解决了企业资金需求。

◆推存理由: 1.推出多款信
用贷款，免抵押、纯信用、手续简
便、还款方式灵活，最快10天放
款 2.推出多款“四位一体”贷款
品种，扩大企业授信额度，减少
企业财务成本。3.专业的团队，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专业理财
计划。4.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宗
旨，根据客户提供切实可行的、
量身定制的理财方案。

邮政储蓄银行
珠海三农金融事业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手机银行

◆主要业绩:
2017 年累计发放三农贷款

金额5.79亿元，其中围绕核心企
业上下游养殖户开展产业链项
目合作，成功为珠海**公司发放
产业链贷款2490万元；积极与
广东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农户担保贷款，共为珠
海海鲈养殖户发放贷款41笔，
金额6049万，是目前与省农担
合作落地金额最多，效果最好的
银行。

◆获奖情况: 广东银行同业
公会 2014-2015年度“送金融
知识下乡”优秀项目

珠海市特区报社/珠海市银
行业协会 第六届（2015年度）
“最佳三农服务奖”

珠海市特区报社/珠海市银
行业协会 第八届（2017年度）
“三农服务卓业奖”

◆经典案例:
珠海市斗门区的水产养殖

业兴盛，其中海鲈鱼的养殖数
量占全国六七成。在农业经济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了
近水近海村民脱贫致富、增产
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卢*在白
蕉镇承包了60亩的鱼塘，主要
从事海鲈养殖，卢*比较看重海
鲈的前景，想增加养殖亩数。
众所周知，海鲈养殖是一个高
成本的项目，最大的开支在于
饲料，饲料开支占养殖成本的
70%以上。鱼苗、塘租、电费、
饲料款，每一项都要开支。60
亩的养殖规模，成本大约在
420万左右，如果追加，成本更

高，不是一般农户可以承担下
来的。而卢*房子已抵押，无法
再办理抵押贷款，部分银行虽
有针对农户的无抵押贷款，但
金额较小且利息很高，远不能
满足客户的养殖需求，我行引
入广东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之后，开展担保贷款，年
利率仅 5 厘多，客户成功在我
行申请了担保贷款，金额 150
万元。

取得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
后，加上卢*自有资金，增加了
亩数并正常投入生产，养殖的
海鲈在17年取得了丰收，并且
以较为理想的价格出售，他不
但准时偿还了银行的贷款，并
且还增加了收入。卢*表示，邮
储银行确确实实的为农民着
想，通过银行的融资，可以有效
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的资金问
题。近年来，邮储银行坚持服
务“三农”，服务小微，加大涉农
贷款发放力度，为许多像卢*这
样急需资金的困难人员“贷”来
希望。

推存理由: 服务三农、服务
小微、服务社区

◆产品特点: 秉承“进步与
您同步”的理念，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致力于为个人客户提供安
全、便捷、高效的移动金融服
务。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可办理
账户查询及管理、转账汇款、我
的贷款、信用卡、基金、理财、国
债、贵金属、存管业务、无卡取
现、二维码、生活圈、短信服务等
相关功能，以全面满足客户多样
化的业务需求，保证客户足不出
户即可享受7*24小时的金融服
务。时尚动感的界面视觉、个性
易用的功能布局、全新流畅的用
户体验，助客户的移动金融和移
动生活更时尚精彩。

功能性：
功能全面，具备行内领先的

指纹登陆、远程自助开通、密码

重置、在线预约服务、在线客服
等服务。

安全性:
通过认证方式、密码管理、

登录保护、限额控制、信息保护
等方式从应用层来确保手机银
行的安全性。

优惠性:
手机银行实行手续费优

惠！通过手机银行进行行内异
地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
费。

服务性:
平台还为客户提供在线购

买电影票、预定飞机票、公益捐
款、医疗服务、邮乐在线商城、
EMS速递物流、手机充值、游戏
点卡、二维码取款、中邮阅读、中
邮集邮等众多增值性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工
厂、鱼塘、车棚，乃至居家屋顶
都可以有绿色发电站，还可以
像衣服一样度身定做……化害
为利、环境友好型的新能源能
更好地实现多能互补，能源联
动。4月12至14日，在澳门举
办的“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
论坛及展览”上，来自珠海的高
新技术企业德光源所展示的新
概念绿色能源服务备受青睐。

据悉，“澳门国际环保合作
发展论坛及展览”自2008年举
办以来，致力打造泛珠三角地
区与国际间的绿色平台。论坛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
泛珠三角省区政府共同协办，
以“构建生态城巿，共享绿色经
济”为主题，今年还特别增设了
大湾区环保产品及方案展区。
来自19个国家及地区的400
多家展商在3天的会期内，参
加六场绿色论坛及一场特别环
节，超过50位来自不同国家及
地区的讲者共同探讨国际上的
前沿环境议题。

“生态城市是融合技术与
自然、高效利用资源的理想城
市模式。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是
环保领域内广泛讨论的课题，
亦是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珠
海绿色能源高新企业代表，德
光源董事长尹宏文介绍说，此
次参展已和10多家国内外企
业达成合作意向，希望有更多
平台和机会能够为珠澳两地，
以及大湾区的绿色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据了解，2017年11月，德
光源的绿色新能源技术运用到
珠海公共机构建设中，金湾区政
府光伏一体化停车场吸引了众
人的目光。扶贫示范项目化州
新安镇榕树村小学光伏发电工
程则成功创新全额上网并网模
式，将售电收益纳入扶贫基金分
配给贫困户，造福一方百姓。

企业嘉宾参观“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14
日，记者从总部位于珠海金湾的中
兴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获悉，4月12
日-14日，中兴智能汽车有限公司
与之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亮相澳
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
览。展览期间发布了中兴公司为
澳门市场定制的两款纯电动城市
大巴，获得业界关注。

据悉，成立于2008年的之信
集团在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奢
银艺术、现代农业等业务全面发
展。日前，中兴智能汽车与之信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利
用各自的产业互补优势和资源优
势，在亚太国际市场进行纯电动
城市大巴联合开发及产销合作。
此次双方为澳门市场定制开发的
9.5米、12米纯电动城市大巴在
展览上首发亮相并举行上市发布
会，获得业界广泛关注。

本次中兴智能汽车为澳门市
场打造的两款纯电动城市大巴在
节能环保、续航里程、智能化、舒
适性、安全性等方面性能表现卓
越。9.5 米车带电量167KWH，
12米车带电259.2KWH，零排放，
极低噪声，EMC符合欧盟R10标
准。整车采用全铝车身轻量化设
计，业界顶级核心“三电”优化控

制，在公交综合工况满载、综合续
航里程可达260公里以上。

此外，在中兴擅长的智能化
方面，该车配置智能化电量管理
系统，在整车运行和充电状态下
对整车运行状态和全车电器及电
池状态进行实时监控，确保整车
平稳运营。整车提供外接智能充
电模式，可以高效充电并有效保
障电池的寿命。整车具有智能温
控管理，保证电机在工作温度内
工作。集成智能云化TBOX与
整车CAN深度集成，除提供传统
的集中调度监控、状态查询等外，
还预留远程控制等功能扩展。

“中兴智能汽车在客车产品
定制开发有突出优势，我们可以
针对澳门的气候、环境、道路情况
开发适合澳门特点的纯电动城市
客车。”中兴智能汽车总裁蒋代卫
表示，珠海与澳门紧密相连，该公
司在交付和售后服务、运营方面
有高效、低成本的显著优势。此
外，该公司的纯电动客车产品在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珠海、广州都
有大规模的成熟应用。

据介绍，截至目前，中兴智能
汽车已经先后同意大利、阿尔及
利亚、荷兰、德国等1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客户达成了业务合作。

中兴智能汽车澳门参展

发布澳门定制版纯电动大巴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近
日三板成指与三板做市指数持续
走低。截至上周五收盘，三板成
指报收1058.05点，较前一周下
跌5.46点。三板做市指数报收
909.81 点 ，并 于 上 周 四 探 至
907.68点，创下历史新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新三板）披露数据显示，上
周（4 月 9 日至 4 月 13 日）新三板
挂牌公司累计成交18.54亿元，
其中挂牌公司以做市方式成交
4.61亿元，以集合竞价方式成交

13.93亿元。
在公司成交金额方面，黑金

时代和九鼎集团两家公司成交金
额过亿元大关，分别为1.19亿元
和1.03亿元。

截至1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
总计11532家，较前一周减少13
家。目前，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股
本为6679.07亿股，其中流通股
本为3535.26亿股。挂牌公司今
年累计发行股票金额达215.91
亿元，共有496家公司完成股票
发行融资。

上周三板做市指数创历史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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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现货钢市的需求释放
速度在加快，但各种制约因素
存在，现货钢价涨幅有限。铁
矿石市场是震荡运行的态势。

据国内钢铁资讯机构“我
的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告，
最近一周，国内现货钢价综合指
数报收于145.21点，一周上涨
0.46%。这基本是延续了小幅
上涨的态势。具体来看，周初，
在钢材期货市场震荡走强的情
况下，现货钢市量价齐升，商家
心态向好。但在钢价上涨之后，

终端用户的观望情绪又开始上
升，出现成交量下滑的情况，商
家的报价也随之出现松动。

在板材市场上，价格总体
上升。热轧板卷价格延续涨
势，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热
轧产品均价为每吨4001元，一
周上涨25元。中厚板价格明
显上涨，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
格普中板的平均价格为每吨
4217元，一周上涨34元。

铁矿石市场总体处于震荡
运行的状态。据“西本新干线”的

最新报告，在国产矿市场上，河北
地区铁精粉价格基本平稳，钢厂
采购总体谨慎。进口矿价格则是
先涨后跌，截至12日，62%品位
进口铁矿石价格为每吨64.75美
元，一周上涨1.75美元。

相关机构分析认为，目前
国内钢市可谓“多空交织”。市
场心态一方面普遍谨慎，一方
面又对钢市未来出现一定的提
振效应充满期待。短期内，国
内钢价将延续震荡的态势。

新华社上海4月15日电

国内钢价小幅上涨

铁矿石市场震荡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