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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定制线上供应链融资

工行普惠金融服务再升级
“与我们有

合作并经我们推
荐的农户，只要
在 手 机 上 点 一
点，就可以申请
到 流 动 资 金 贷
款，定向用于与
我们的合作项目
的经营支出。”天
邦集团计划财务
部总经理杜超告
诉记者，工行这
一为集团量身定
制的线上供应链
融资产品，不但
为与他们有合作
的农户提供了有
力的融资支持，
对他们集团拓展
业务，吸引更多
的合作农户也很
有效果。

天邦股份是宁波的一家民营企业，主营业务为食品产业的开发（生猪育种
及养殖和食品加工）、动物疫苗的研制与销售、饲料的研制与销售和工程环保服
务四大板块。

据了解，天邦在养殖板块中主要采用“公司+家庭农场”模式，该模式主要
由公司与农户签订委托养殖合同，农户按照统一要求建设或技术改造原有猪
舍，购置标准化的设备，配备相应劳动力并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后，天邦向
农户提供猪苗、疫苗、饲料、服务等(生物资产所有权仍属于公司)，并派技术员
全程指导，农户将养大后的成品肥猪交付天邦对外销售。随着天邦生猪养殖
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天邦合作的农户数量和规模也不断增加，因此农户存在资
金缺口，但大部分农户都在乡村，缺乏有效抵押物，难以单独向银行获得融资。

“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觉得可以尝试对农户提供线上供应链融
资。但是这个业务之前是没有的，涉及对公和对私两个条线，我们积极与总行
网络融资中心和工行宁波市分行联系，在技术力量上寻求总行及市分行的支
持，为天邦私家定制了农户线上供应链融资这一产品。”工行余姚分行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2019年1月，工总行产业链场景融资投产，余姚分行与天邦股
份签订《电子供应链融资业务合作协议》。

2019年3月，为确保业务的顺利落地，余姚分行专门成立“天邦股份供应
链实施小分队”,三天三夜自驾约2300公里，远赴安徽蚌埠市、马鞍山市、滁州
市、全椒县、六安市、淮南市等地区——农户养殖所在地，安排农户提款，指导
农户通过手机银行端操作。同时小分队与总行网络中心保持紧密的联系，以
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最终在各部门的努力下，顺利将贷款放下，得到了农户及
天邦股份的高度评价。截止目前,已通过线上供应链向17户合作农户发放贷
款，总计放贷3400万元。据悉，第二批6000多万的贷款也即将发放。

以前，银行有产品，有需求的企业上门挑选合
适的产品。如今，银行在了解企业的需求之后，主
动整合产品或者设计新的产品，去满足企业。

去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宣布全面升级普惠
金融服务，进一步打造“广覆盖、多层次、高效率、
可持续”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小微金融
增量、扩面、平价，力争未来三年公司贷款增量的
三分之一以上投向普惠金融领域，普惠贷款年增
幅30%以上，普惠贷款三年翻一番，让金融服务
的雨露甘霖更多普助小微、惠及民生，展现大行情
怀与担当。

据工行宁波市分行相关人士介绍，普惠金融
综合服务新体系，是工行服务小微企业的一大亮
点。工行注重适应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和
金融需求，主动延伸服务链条，从企业开户开始，
提供全流程、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
务，助力小微企业创业、成长、壮大。“如工银小微
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对接工商信息、整合线上资源
和柜面服务的优势，创新打造线上预约、线下面签
的便捷开户新模式。客户仅需到工行网点一次，
半小时即可完成开户与基础支付结算产品的一
站式办理。”

此外，为小微企业“量体裁衣”，降低融资门
槛，是工行普惠金融的另一实践。据介绍，工行
对客户群体进行了细分，尤其关注资金投入密
集、研发和产品推广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初创
型、成长型科创小微企业，对于科技实力强、成长
性好、获得政府相关创业支持政策支持的小微企
业，通过完善信用评价体系、构建大数据增信模
型，结合企业的日常经营结算、税款缴纳等情况，
调整信贷资源支持政策，给予一定额度的信用贷
款。

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离不开持续加大产品
创新的力度。为天邦股份量身定制针对性产品
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目前，工行已经实现了部
分产品的网上自动申请、自动审批、自动放款，通
过“一键即贷”大大提高了融资的可获得性和便利
性，线下鼓励各分行创新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金融服务的“私家定制”A

B工行全面升级普惠金融服务

法律服务

商务信息

旧货回收

出租转让

搬家搬厂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56281878 有旧货全收13884463095

精装办公房、商铺出租
丽园南路2号地铁口旺铺十五间
马园路169号6楼办公房170㎡
镇明路36号中信银行大厦29层
办公房550㎡出租13081901628

●承兑汇票咨询15557061666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高价收一切旧货 13586580881严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18358415826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慈城私营工业区一楼宿舍100m2

二楼厂房980m2出租13805844605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转让合作慈溪50亩农田，含12
亩葡萄大棚自动喷淋系统标准
高层钢结构大棚13732150228吴

客房服务员、客房领班、清洁工、
洗衣工、前台接待和收银。

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电话：87196111转81518

87196111转85012
地址：海曙区大来街50号503室

人保培训中心急招

管理人员10名 行政2名 义工30
名，男女不限，年龄35-68岁，有
爱心的优先。地址：鄞州区兴
宁路 42 弄 1 号金汇大厦 203 室
0574- 88233526 18158569237

招聘宁波甬慈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个人征婚
近郊单身女61岁，中等身材，
性格随和，有爱心，白天忙于
事业，下班回到家连个说话
的人都没有，现在想寻找一
位身体健康性格好的男士互
相照顾到老，男方有子女更
好，年龄条件不限，愿住女方
家更好，有意者请速来电！
热线电话：15669176373

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正规
公墓，位于育王寺大门南面
100米（过铁路），价格亲民，
最低价一万(大约2-3平方
米壹穴)，款式齐全。来必接
送 ，公 交 155、162、750、
756、758、759育王寺下车，
或轻轨一号线宝幢站下车。
预约电话：88339061

13567920891

宁波市育王三墓园 宁波市龙一公墓
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正

规公墓，位于宁波市殡仪馆旁，
款式齐全、价格亲民，最低价一
万（约2-3m2墓穴）。

交通：公交789、788石龙线
下车步行 250 米，一号线东环
南路 2 公里。免费来回接送，
（清明时间没有交通管制）。

联系电话：88331861、
13065698269、13008902047

厂房出售
海曙区集士港独门独
院厂房5亩证件齐全，
砖混厂房 2760 平方，
钢棚 600平方米，办公
区域 300 平方米。变
压器 250 千瓦，价格
1350万或出租50万/年
联系13777218888陈

江 东 现 代 市 场 旁 ，净
办公 350 平方米，超低
价 每 天 0.9 元 ，可 分 隔
出租。13505742668胡

办公房出租

位于宁穿路五金街小东门
宾馆楼下旺铺出租，面积 48
平方米，价格面谈。

旺铺出租

13805863992胡13906684115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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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晋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8年07月1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12MA2CHQG66X,
声明作废
●慈溪市尚米电子元件厂遗失公
章号码3302820383683声明作废
●余姚市徐聿平快餐店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 股 东 决 定 ，本 公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
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余姚市梯欧科轿车传动

轴制造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 据 公 司 股 东 会 决

议，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
元人民币减至 500 万元人
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筑方圆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本

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
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
规 定 办 理 工 商 注 销 手
续，特此公告。
余姚市冶达工具制造有

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 据 公 司 股 东 会 决

议，将注册资本由 500 万
元人民币减至 100 万元人
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广元玛赫机床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公告
经宁海县明达生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成员决定，决定解散农民专业合
作社，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请农民专业合作社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农民专业合
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祝明达 联系电话：13858396030
地址：宁海县长街镇湘田山村小山一组
邮编：315600
宁海县明达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个人独资企业转型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宁海县创艺

包装印刷厂（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267614620666）拟转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人独
资企业注销。原个人独资企业
债权债务由原投资人承担无限
责任，升级后的公司对原个人
独资企业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星星工贸有限公司

通 知
禧灸堂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转让，会员卡内还有余额的
顾客，请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前
到原地址消费，逾期未消费卡
内余额作废（不支持退卡）。
地址：鄞州区甬港南路 126号
电话：17757473096

特此通知
宁波鄞州固源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杭州湾新区智通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转型清算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宁波市鄞州

安 丰 磁 性 材 料 厂（注 册 号 ：
91330212761452896M）拟 转 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人独资
企业将清算注销。原个人独资
企业债权债务由原投资人承担
无限责任，升级后的公司对原
个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高新区居尚品商贸

有限公司

●韩俊遗失国寿财险交强险保单
1810096566、1810121150、181
0096567，商业险保单1710155
581、1810200458，声明作废。
●慈溪申发棉制品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保
单号805112018330282026095，
发票代码3302183130，发票
号码04789051，开票金额：
3638.31元，声明作废。

●叶科君遗失太平洋保险单，商
业保单：ANIB940Y1418B0033
72T、ANIB940Y1418B003369S
流水号CFBA1801581421、
CFBA1801581422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区“创二代”青年
企业家联谊会遗失宁波市天晴
运输有限公司2019年5月5日开
具的浙江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
客户联，票据代码72101，票
据号码1750454313（4000元），
声明作废

●苏特恩斯国际货运代理（上海）
有限公司遗失正本提货单，
提单号DJSCBNB2EW917502,
船名航次EASLINE
SHANGHAI 1917W,声明作废
●张德华遗失于2013年12月28日
与段塘街道拆迁办公室签订的
房屋拆迁调产补偿置协议（红
联）一张，房屋坐落于段塘苏
家110号，声明作废

●遗失由宁波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
据1张，收据号码为:0002270
金额为：5000元，声请作废。
声明人张娜
●宁波马骑顿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上海万达广场南汇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
活动押金5000元，收据编号
ZpwD0002254,声明作废

●宁波望湖市场林美日用百货经
营部遗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直属分局2018年03月23日核
发个体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30200MA284
P7P7R，声明作废
●宁波北仑小港好而居妇科诊所
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登记号L2560170-23302061
7D2112,声明作废●阮新博，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2015届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专业，遗失毕业证（电子注册
号：130221201505001880）；
另遗失学位证（编号：130224
2015001595），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品味形象设
计店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
060106749，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邱隘乐帮家电维修
服务部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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