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3 2020年3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芳

【

】

穿越疫情的转型路穿越疫情的转型路

供应链将供应商、制造商、分
销商、零售商和用户连成一体，其
中，规模大、竞争力强、支配地位
明显的企业居于核心地位。供应
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疫情来
袭，即使是核心企业，也会因为上
下游环节出现问题而运转失灵。

吉利汽车作为全产业链企
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了上
游零部件配套企业和下游销售企
业资金流动性不足、影响整车生
产进度的困境。兴业银行宁波分
行闻讯出击，为吉利汽车上下游
企业复工复产推出两项措施：新
增授信 10 亿元，为上游配套企

业 开 立 1000 张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
允许下游销售回款困难的经销商
延期还款。经过一番疏通，吉利
汽车供应链产能很快恢复正常。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由于
物流交通、人员进出受限等方面
的原因，我市不少小微企业运营
成本增加，出现了流动性不足。
这些企业往往是供应链核心企业
的上游供应商或下游经销商，很

难通过传统方式获得银行贷款。为
了帮助核心企业生产正常运转，我
市银行金融机构大力推广供应链金
融，通过核心企业授信，为上下游
企业提供灵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骅颉贸易”是奥克斯旗下负
责采购压缩机、铜材、铝箔等空调
部 件 的 核 心 企 业 。 疫 情 暴 发 后 ，

“骅颉贸易”与进出口银行宁波分
行合作，通过国内卖方保理业务获

得供应链融资 4 亿元，提供给浙
江、上海、江西等地的上游供应商
企业复工复产。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推出“应收
账款保理池”供应链融资，为我市
几家大型医院的上游医药公司和医
疗器材供应厂家提供流动资金，从
而保证了疫情防控期间所需物资的
及时供应。

面对同样的难题，天邦股份通
过农行宁波市分行的供应链融资，
第一时间向外地上游养殖户送去饲
料、猪苗、兽药等贷款。预计天邦
股份今年可销售生猪 500 万头，比
去年增加一倍。

“核心”授信

上下游企业一活皆活

记者 张正伟 单玉紫枫

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忙着复工
复产，却发现上游设备供应商应
者寥寥，原来这些企业正苦于原
材料采购资金不足。

一家知名电商平台准备恢复
海鲜销售，可是外地渔船“按兵不
动”，因为渔民出海的生活用度还
没着落。

一家农业龙头企业计划扩大
猪肉市场供给，但是上游生猪养
殖户却不“热情”，饲料价格和人
工费用都涨了，如果没有信贷资
金支持，还不如等疫情过了再说。

……
在产业联系日益紧密的宁

波，金融的稳定供给事关产业链
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围绕核心企业
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如果出现资金
短缺，不但会导致供应链停滞，甚
至可能出现产业链断裂风险。

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为处于
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企业注入
流动性。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发展总体战，宁波金融机构大力推
广供应链融资，缓解企业融资难，帮
助中小企业强化与核心企业的战
略协同，大大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康庄严）为减轻疫情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加快推进农业经济主体复工
复产，市农业农村局、中国银行宁波
市分行、宁波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近日联合推出“疫情防控农产
品生产保供即时贷”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专属融资服务,额度 20 亿元。

“疫情防控农产品生产保供即
时贷”主要扶持粮油、蔬菜、瓜果、畜

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养殖（包
括捕捞）、加工、储运、销售及农药、
化肥、种子、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生
产、流通领域。支持对象包括上述领
域内的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对符合条
件的农业主体提供最优惠利率,年
利率最低为 3.65%，企业无需承担

任何手续费。对列入国家、省农业重
点保供名单和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重
点保供名单的且有实际融资需求的
企业，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和宁波
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诺一个
工作日内主动对接客户,对于符合
国家政策和信贷基本条件的企业实
际资金需求,实施即时上报、即时审
查、即时放款，给予优先支持。对小微
企业授信客户，将免费开通“中银网

融易”产品服务,单笔 300 万元以下
的贷款支持企业线上自主提款。

此外，根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生产供应等实际需求，中国银行宁
波市分行充分利用“中银税贷通”

“益渔贷”“银保通达”“中银票 e 贴”
等现有产品，为不同类型的宁波市
级涉农重点保供主体提供流动资金
贷款、设备贷款、票据贴现、跨境融
资、个人经营贷款等业务品种。

我市推出20亿元农产品生产保供即时贷

“生意宝”是一家大宗商品
交易电商平台，每天成千上万的
化工生产企业集聚于此寻找原材
料供应商。为了帮助上游企业融
资，平台专门成立“网盛金服”
公司，提供担保、撮合融资等专
业金融服务。这一供应链金融新
模式受到工商银行、浦发银行、
平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注，纷
纷加入。

在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
像“生意宝”这样的供应链融资专
业服务公司越来越多。园区专门
创建智慧供应链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采取“政府+平台+企业”模
式，对接企业在供应链金融等方
面的市场需求，逐渐孕育出塑化、
金属新材料、能源互联网、时尚服
装等十大“百亿产业链”。

供应链金融在我国发展时间
不长，但由于近年来应收账款、商
业票据及融资租赁市场的繁荣，
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其

业务模式不断创新，融资规模不
断扩大。就我市而言，汽车、化工、
医药、商贸、互联网等“246”万千
亿级产业集群等重点行业的完整
链条，更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用
武之地。

中基集团是出口龙头企业，
逸盛石化是化工生产企业，两者
本无交集，但却在进出口银行宁
波分行的撮合下，成为供应链上
的好伙伴。原来，中基进口的石
化材料需要加工成产品再卖到国
外去，而这恰好是逸盛石化的长
项。于是，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
通过供应链融资，帮助两家企业
结成供应链、形成新产业。如
今，这条供应链不断向上下游延
伸，中基也从纯贸易商转型升级

为专业的石化产业链管理商。
通过供应链金融，银行不再与

单一的企业打交道，而是与整个供
应链打交道，有利于帮助供应链整
合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等
信息。而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通
过金融机构专业的供应链管理，特
别是通过及时的金融服务，会形成
更紧密的业务协同，发现新的合作
伙伴和市场机会。

在当前金融环境下，传统信贷
模式常用的保证担保方式引发风险
的概率逐渐增加，我市银行机构专
业人士认为，基于贸易融资自偿性
开展的供应链融资对于防控信用风
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开展供应
链金融，还有利于银行金融机构延
伸业务范围，通过核心企业寻找到

优质的上下游企业客户。
针对此次疫情暴发后出现的小

微企业融资“短、频、急”的特
点，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整合现有产品和服务，
将符合供应链特点的企业尽可能纳
入供应链金融范围，形成有层次、
多元化的供应链金融体系，一方面
通过工商代付、订单贷等方式帮助
企业自身融资，另一方面通过退税
贷、保理等产品帮助解决供应链企
业在销售环节因应收账款较多造成
的流动性不足问题。

中信保宁波分公司、浦发银行
宁波分行等金融机构提出，外贸企
业供应链金融目前主要集中在下
游，要通过挖掘更多核心企业、前
移服务等措施，将上游供应商和生
产商也纳入进来。还有银行金融机
构指出，供应链金融管理模式也亟
须创新，要加强与核心企业在专项
资金和信息领域的合作，以保证供
应链资金流安全。

模式创新

供应链上“你侬我侬”

“链”解复工复产融资难

近日，我市银行金融机构接
连开出供应链金融“大单”。

中行宁波市分行向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困难中小企业投放供应
链融资逾 4 亿元。进出口银行宁
波分行与市商务局合作，推出
2020 年稳外贸、稳企业、促发
展应急专项贷款，对我市“订
单+清单”企业加大供应链融资
支持力度。

在此次企业复工复产过程
中，小微、三农、扶贫和双创类
企业是融资支持的重点。但因为
这些企业自身实力较弱、财务信
息不规范、抵押担保少等原因，
难以纳入银行传统授信体系。

供应链金融依靠核心企业的
良好信用和贸易融资的自偿性特
点，为小微企业解决融资瓶颈提
供了技术方案。

“通过供应链金融，银行将
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
起，以核心企业信用为上下游企
业提供贷款、预付款代付及存货
融资等服务，一举多得。”业内
人士认为，供应链金融很好地实
现了企业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

担。
近年来，人行宁波市中心支行

积极引导辖区商业银行，依托应收
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打造供应链金
融新高地。在这个平台上，银行可
以清晰地掌握供应链核心企业与上
下游企业间的应收账款信息，并以
此为桥梁，引导和帮助核心企业为
上下游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该平台
上线以来，已经累计为我市小微企
业融资 420 亿余元。去年新开通小

微 企 业 175 户 ， 同 比 增 长 73.3% ；
完成小微企业融资总额 74.6 亿元，
同比增长近 30%。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开展供应链
金融业务已有 10 年之久。“设备
通”业务借助核心企业授信，为下
游设备采购商提供融资，业务量最
多时，仅 10 家重点企业和 400 名个
人，就为上下游中小企业融资 10
亿余元。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近年
来以支持我市中小进出口企业为重
点，相继在贸易金融和贷款领域推
出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有追索权保
理业务、国内工商企业代付、小微
企业订单贷、小微企业“保理 E
贷”等多款供应链金融产品。

以一助多

精准“滴灌”小微企业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宣
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
消息，宁波均胜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取得省药监局应急审批发放的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第Ⅱ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这是我市第一家取
得产品注册证的非医疗器械转产
企业。

宁波均胜科技有限公司曾紧
急采购了 2 条旧口罩生产流水线，
计划生产医用口罩。由于缺少医疗
器械相关生产经验，企业在申报产

品注册过程中面临较多困难和问
题。市市场监管局主动对接，帮助
企业寻找合适的产品消毒方式，先
后 10 余次与省药监局业务处室、
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沟通，确保
企业生产的样品顺利通过产品注册
检验和技术审评，并于 3 月 4 日取
得注册证。

该企业近期计划再增加 5 条自
主设计制造的全自动口罩流水线，
7 条流水线正式投产后，每天可提
供 50 万至 70 万个医用口罩。

均胜获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注册证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到昨天
为止，全市 2700 余家印刷企业基
本复工，86 家规模以上企业全部
复工。这是记者从市委宣传部 （市
新闻出版局） 获知的消息。

2 月 10 日 疫 情 得 到 初 步 遏 制
后，市委宣传部 （市新闻出版局）
有关部门结合“三服务”有关工
作，深入走访各大印刷企业生产车
间，督促落实防疫措施，积极复工

复产。当了解到其中 25 家印刷企
业需要赶制医用包装和防疫宣传品
时，市委宣传部 （市新闻出版局）
有关部门与企业所在地及防控部门
协调，帮助这 25 家企业第一时间
复工复产。

连日来，各印刷企业在确保各
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的同时，想方
设法吸引各地工人返岗，使产能迅
速得到恢复。

2700余家印刷企业基本复工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史其凯 郑一文）老年人出门不方
便，有的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对他们
来说，购买口罩是难上加难。象山石
浦镇人大代表联络站经深入调研，提
出“通过老年协会组织分发”的方式
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建议得到了县政
府的采纳。

2 月 27 日，象山石浦两家药店
通过“凭身份证定点限额销售”的办
法销售口罩，结果造成人员集聚。次
日，石浦镇政府采用“先发号再购
买”的方式发放口罩，由于口罩数量
有限，部分居住较远的老年人还是
领不到号。后来，象山县通过“网络

预约购买”的方式发放口罩，可多数
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还是买
不到口罩。

如何缓解老年人购买口罩难的
问题？该镇人大代表在网络联络站
里开展热烈讨论。2 月 29 日，石浦镇
人大将“把口罩分发到各老年协会，
由各老年协会小组长来领取口罩，
发送给各位老年人”的建议递交县
人大常委会，此建议被及时转交县
政府。

象山县有关部门决定采纳代表
建议，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通过
村（社区）和老年协会组织，将一批
口罩免费发放给该县老年人。

通过老年协会组织分发口罩

石浦人大代表联络站
好建议受采纳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陈泽州） 昨日是第 57 个学雷锋纪
念日，在铁路宁波站南广场，市城
管义工协会会长王自强将一杯杯姜
茶递到一线执法队员手中，一旁

“千杯姜茶送雷锋·最美城管抗疫
人”的标牌格外显眼。

记者从市城管义工协会获悉，
昨日，城管义工协会 20 多个慰问
小分队将保温水壶、红糖姜茶冲
剂、热姜茶送到了千名战“疫”一

线工作人员手上。
铁路宁波站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的小芦是一名“85 后”，自 1 月 30
日加入党员突击队以来，他和 50
余名队友一起轮班换岗，一次次把
需要隔离的人员护送到指定隔离
点。“疫情当前，他们中的很多人
自除夕起就没有回过家。接下来，
我们将动员有专业能力、有经验的
城管义工顶岗换班，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王自强说。

城管义工：千杯姜茶送“雷锋”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胡凯 黄黎娟）走进象山春在江南
家庭农场的马铃薯大棚，农场负责
人吴增祥正在按时投喂鹅苗。

“收完马铃薯后，大棚便闲置
着。县畜牧兽医总站的陈淑芳站长
建议我利用空闲大棚引进鹅苗养
殖，获得双重效益。”吴增祥笑着说。

受疫情影响，象山浙东大白鹅
鹅苗的销路受损，最低时每羽卖三
四元。在县畜牧兽医总站牵头下，象
山 文 杰 大 白 鹅 养 殖 有 限 公 司 的
2000 羽鹅苗“住”进了吴增祥 2 个总
面积 600 平方米的闲置大棚里。

春在江南家庭农场是象山粮食
果蔬种植基地，对于多年搞种植的
吴增祥来说，“跨界”养殖浙东大白
鹅还是头一回。经过文杰公司负责
人陈文杰和县畜牧兽医总站专家的

指导，他已渐渐窥出了门道。
“用木板隔开‘搭窝’，铺上谷

壳，每天按时投喂、换水，更换谷壳，
保持鹅苗生长环境干燥恒温。”吴增
祥说，目前这批鹅苗已养殖 10余天，
一周后将移至两个大棚进行分养。

待鹅苗养殖 70 天左右，长成 4
公斤多的成品鹅后，鹅场将会统一
进行回购。“种养结合”的尝试，让吴
增祥看到了前景。他还打算等到农
闲时，再将农场五六百亩的水稻田
用来养鹅。

农场利用闲置大棚引进、养殖鹅
苗，长成后再由鹅场统一回购，是象
山县畜牧兽医总站解决鹅苗滞销的
有力举措，既减少了鹅场损失，又有
效利用闲置大棚，促进农场增收。目
前，该县已有约 5万羽鹅苗“散居”在
多个农村及合作社的闲置大棚里。

既利用闲置大棚，又减损增收

象山5万羽鹅苗
从养殖场“移居”农场

鹅苗住进大棚里。 （夏雨 沈孙晖 摄）

海曙区章水镇发展服务办负责人在宁波永仕电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
（徐能 张昊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