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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大力推
动数字化创新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
新产品、新途径。近年来，厦门国际
银行珠海分行坚持数字化转型，设
立数字自营转岗人员及交易银行专
营小组，持续探索、丰富线上普惠信
贷产品，为助力普惠工作输送骨干
力量，积极推动自营及线上业务，切
实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通达性和可
及性。

目前，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已
推出“税享贷”“小微E贷”“兴安贷+
经营贷”等产品，极大丰富了中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产品体系，改善了中
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便利性。目前，厦门国际银行珠海
分行已成为南方电网集团“订单融
资”首家合作银行，通过“优惠利
率+快速审批”组合拳，为小微企业
提供新型融资模式，有效解决了小
微企业长期以来因缺乏抵押物面临
的融资难题。

截至今年7月末，厦门国际银行
珠海分行累计投放的“再贷款”优惠
利率项目高达1038笔，预计可为企
业节省融资成本约8770万元。其
中，“兴安贷+”“好康贷”等创新型线
上审批产品已累计投放2.49亿元，
成功为1223名珠海居民提供了及
时有效的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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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精准发力打出金融“组合拳”

金融助力打赢产业发展攻坚战

聚焦珠海四大主导产业，做强珠海
三大优势产业，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
将信贷资源向珠海支柱产业集群精准
倾斜，在支持珠海实体经济发展中新招
频出。

积极对接珠海市香洲区产业金融
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今年以来，厦门
国际银行珠海分行联合香洲区政府共
同开发的快e融线上贷款场景产品“香
科贷”正式上线。与此同时，与香洲区
签订产融平台合作协议，为珠海科技企
业设置2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截至7

月末，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已对接超
过69家珠海本地科创企业，获批67笔
贷款，累计获批金额达23.32亿元。

打造“实惠贷”等面向珠海本地企
业的特色金融产品，化解企业融资难
题，为珠海市科创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
持。目前，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已成
为首家带头参与珠海市助力产业园升
级的银行，并安排30亿元专项优惠利率
信贷额度，重点加大对珠海制造业，特
别是“专精特新”企业、小微企业的信贷
倾斜和利率优惠。截至今年7月末，厦

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已成功对接我市
11个产业园区，投放20亿元“实惠贷”
专项资金，目前已累计实现投放64笔贷
款，合计贷款金额达9亿元。

疫情防控保障普惠金融“不打
烊”。为保障疫情期间的金融服务畅
通，今年，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推出

“战疫金融信贷支持绿色通道”机制。
在保障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快速梳
理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及企业名单，并及
时送上金融“及时雨”予以优先金融支
持，确保受困企业可以正常经营。

为“4+3”支柱产业集群注入金融动能

近日，厦门国际银行发布《全面助
力稳住经济大盘，促进业务发展的10大
政策23点举措》，并推出普惠金融服务
季“百日行动”，在加大资源倾斜力度、落
实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
制”、提升普惠小微业务授信政策审批质
效等方面多措并举，扩面增量、应投尽
投，帮助中小微企业主等市场主体渡过
难关，助力珠海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强力落实。

为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压力，厦门国际银
行珠海分行积极落实总行普惠金融服
务季“百日行动”工作要求，切实用好中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
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金融政策
工具,推出普惠金融复工贷、普惠金融
专项优惠利率、房E贷等产品，全方位满
足各类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群体需
求，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协商展
期、降低利率、无还本续贷等服务，不盲

目惜贷、抽贷、断贷、压贷。
“普惠夜间超市”提质增效。针对

城乡夜间经济、凌晨作业专业市场等普
惠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领域，厦门国际银
行珠海分行推出“普惠夜间超市”机制，
通过提供夜间、周末信贷服务，有效拓
展普惠金融服务半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7月末，该行已累计投放普惠贷款
42.86亿元，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和精
准度稳步提升。

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积极落实减税让利政策，让珠海
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获得更多实
惠。今年以来，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
行在优化产品供给的基础上，持续加
大减费让利力度，切实帮助企业降低
成本，助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轻装上阵”。
今年1-7月，厦门国际银行珠

海分行减费让利措施已惠及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多个领域，减免金
额达4134万元。为让更多珠海小微
企业收到降费“红利”，该行实时梳理

降费清单，组织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培
训，主动优化账户业务工作流程，积
极提供“有温度”“有力度”的减费让
利服务。在此基础上，分行还在营业
网点醒目位置张贴公告、摆放宣传折
页，通过LED屏幕、广告机滚动播放
宣传标语及视频，通过各种宣传扩大
优惠政策覆盖面，以实际行动践行国
家惠民政策。

减费不减服务。近期，厦门国际银
行珠海分行喜获“2021年度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宣传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减费让利力度不断加大

助力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近年
来，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不断提升
人民币结算便利化，重点发力跨境业
务线上平台建设与共通，支持珠海企
业“走出去”。

目前，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推
出的贸易金融全程通一体化融资服
务，实现国际业务全流程、一站式、线
上化、自动化办理。企业在办理外汇

及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时，可直接通
过厦门国际银行企业网银上传电子
单证，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结算效率，
为企业节省交易成本。

坚持扎根本地、服务本地，厦门
国际银行珠海分行发挥集团优势，不
断推出一个个“暖心”金融品牌，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助力珠海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跨境结算服务企业“走出去”

8月12日，位于斗门富山工业园的广药
白云山化学制药（珠海）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能在8月中旬准时投产，多亏了斗门供
电局给我们提供的‘超前’服务，从报装用电
到投产，用了30个工作日，效率已经非常高
了，并且一开始就有专属的客户经理跟进，
为我们提供优质服务。”广药白云山化学制
药（珠海）有限公司电气工程师朱锦元说道。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珠海斗门供电局不

断优化的用电营商环境。工作人员前期主
动走访斗门区重点产业项目，了解掌握重点
项目的落地布点和建设时序，跟进电网配套
服务情况。

同时，工作人员主动对接产业用户，结
合标准厂房项目等用电需求，按照项目级
别、产业分类及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用电时
序等梳理重点项目管理台账，并全程跟进用
电报装服务，确保项目顺利投产。

按照“2022 年全面动工、部分建成，
2023年大规模建成”的项目推进计划，斗门
区正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四大产业集群为重
点，在富山工业园进行产业布局。随着更多
的重大项目陆续入驻富山工业城，珠海供电
局表示，将全力以赴，靠前服务“产业第一”，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产业项目早用
电、用好电。

电力先行 确保项目顺利投产

8月1日，220千伏白藤变电站顺利完成
启动，标志着220千伏白藤输变电工程及
220千伏加金甲乙线增容改造第一阶段工程
顺利投产。

220千伏白藤变电站位于我市西部中心
城区，本期建设2台18万千伏安的主变压
器，220千伏、110千伏出线各4回。220千
伏加金甲乙线增容改造是珠海西区220千
伏线路增容改造工程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第一阶段结合220千伏加金甲乙线
解口接入220千伏白藤变电站工作，将原

4.88千米长的钢芯铝绞线更换为铝包钢芯
耐热铝合金绞线。上述项目的投产将大大
提升珠海西部中心城区供电可靠性及供电
能力，解决珠海市一批重大项目的施工用电
问题。

近年来，珠海供电局坚持“政企联动”，
将珠海“产业第一”工作总目标与电网“十
四五”发展规划辩证统一起来，推动政府将

“十四五”电网规划中的变电站选址优化至
产业聚集园区的中心区域，将电网投资精
准投向服务“产业第一”的重点项目上来，

发挥了供电基础设施对产业项目用电的支
撑保障及辐射带动作用。220千伏白藤输
变电工程按计划顺利投产，充分体现了上
述工作成果，实现了地方政府、企业与用户
的合作共赢。

据了解，今年即将投运的110千伏斗门
雷蛛变电站，就建设在富山工业城片区。“届
时，将大大提升电网对富山工业园区产业发
展的承载力和辐射力，为斗门区产业项目发
展提供坚强的供电保障。”珠海斗门供电局
工程建设部党支部书记黄卫东说。

科学规划 提升供电保障能力

珠海供电局注重精细化
服务，主动对接服务产业用
户，结合项目情况为产业用
户打造出了“基础+增值”的
一揽子用电用能服务。

“金湾供电局工作人员
主动对接我们的用电需求，
加快了临时用电的报装进
度，让我们提前用上了电，实
现了‘拿地即开工’的目标。”
7月5日，珠海华港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负责人将一面印有

“尽职尽责热心服务”字样的
锦旗送到了珠海金湾供电
局，感谢该局的优质服务，仅
用14天就完成了申请报装
到接火送电的全流程。

据悉，珠海华港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平沙电
子电器产业园、珠海西站电
子信息产业园项目，这也是
珠海在建规模最大、配套最
齐全的 5.0 产业新空间项
目。按照计划，两大产业园
将在今年年底全面建成投入
使用，为珠海新一代信息技
术、集成电路、智能家电等

“4+3”产业强链补链。
“项目临时用电的需求

为10000千伏安，用户希望
能在20天内投运使用。”珠
海金湾供电局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曾华初说：“当了解到
有100万平方米的产业新空
间规划建设任务，而且是6
月底动工，年内就要完成，时
间紧、任务重，我们便在第一
时间组建‘1+N’党员供电服
务专属团队，采用靠前服务、
常态沟通、并联审批、加速办
理等方式，为用户开辟出‘绿
色服务通道’，缩短了用户的
办电时长。”

此外，为持续优化用电
营商环境，“南网在线”APP
先后上线了配电设备运维、
临电共享、商业保供电、分布
式光伏、能源托管等多项电
力增值服务产品，珠海的用
电客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在平
台上提交相关申请，当天就
会有对口电力业务服务商

“抢单”，及时满足多元化的
用电需求。

提供一揽子服务 送电再提速

记者从珠海供电局了解
到，目前已主动对接政府及
产业用户，并推行客户服务
和配套工程“双经理”制，对
重点项目建立“一户一档”，
从根本上满足产业项目“早
用电、用好电、电力高可靠”
这一核心需求。今年以来，
该局已从各类渠道收集重点
项目信息347个，其中已用
电投运 26个，正在跟进中
321个；收集标准厂房建设

项目信息32个，并已基本确
定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
园、平沙电子电器产业园等
23个项目的用电需求，积极
对接电力设施配套。

经济发展，电力先行。
珠海供电局始终坚持高站
位，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珠海
电网，连续多年在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电力可靠性数据中
名列前茅，为珠海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坚强供电保障。

重点项目用电投运已达26个

服务人员主动对接产业用电需求，与珠海西站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负责人沟通临时用电事宜。

厦门国际银行珠海分行为企业制定金融服务方案。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