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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B02

在日前举行的第 221 场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宁波银保监局局长蔡兴旭以“不忘初心，为民解题，以高质量金
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介绍了宁波银保监局引
领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质量等情况。蔡兴
旭表示，宁波是一个民营经济高度活跃的城市，全市超过 90 万户的
民营企业，创造了 GDP 的 63%，85%的就业，可以说民营经济是宁
波经济发展的
“源头活水”
，是银行保险机构服务的重中之重。
截 至 5 月 末 ，宁 波 全 市 私 营 企 业 及 个 体 工 商 户 贷 款 余 额
7188.82 亿元，较年初新增 302.3 亿元，惠及相关民营市场主体 32.54
万户。民营企业贷款占比持续保持在 48%以上，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20 个百分点。
制图 严勇杰

宁波银保监局为民解题
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A. 健全机制疏堵点
民营和小微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项下金融资源倾斜配置的重点领域，
但基于现实制约和风险考虑，部分银行
保险机构在向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
服务时主动性不足，成为银保机构高质
量服务民营经济的第一个“堵点”。对
此，宁波银保监局实施“监管外评、机构
内疏、分担补偿”三位一体联扶联控，通
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为机构
套上主动作为的“紧箍咒”，又施予机构
敢于作为的
“平衡杆”。
宁波银保监局印发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14 条”、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七条”等政策，从“助融资、促创新、优
服务、降成本、防风险”等方面提出要求，
明确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长三年行动
计划，引领机构科学设定服务目标，力争
实现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及有贷户数占比
“双提升”，完成小微企业贷款“两增两
控”目标。建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考核评估办法，实施目标值承诺监管和
考核评估，落实考评结果与市场准入、现
场检查、监管评级挂钩的管理要求。辖
区机构自主承诺 2019 年新增民营企业

贷款 412 亿元；法人机构单列普惠型小
微企业信贷计划 162.62 亿元，比上年增
加 60 亿元。
同时在强化机构内部疏导上求突
破。推动机构增强主体责任，将民营企
业金融服务目标作为专项指标分解纳入
对分支行的内部绩效考核体系中，确保
考核比重逐年提升。提高民营和小微企
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细化落实授信尽职
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对基层明确尽职
标准和免责条件。目前，宁波全市占比
七成以上的银行机构已针对性建立相关
考核及尽职免责机制，累计免责人员超
过 1600 名，
免责金额达 32 亿元。
此外，加强银保合作，进一步发挥保
险对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分担和增
信支持作用。扩大“政府、企业、银行、保
险”
四方参与的融资风险分担模式应用范
围，
探索设立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
偿专项资金、
引导基金或信用保证基金，
舒
缓银行惜贷、
惧贷情绪。据初步统计，
宁波
各区县政府组建的数十个科技信贷风险
池，
已累计为逾千户企业提供风险缓释服
务，
风险池下发放贷款突破30亿元。

B. 创新产品破难点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经济社会
层面聚焦关注的首个难题。多年来，宁
波地区金融特色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
有些甚至作为创新示范案例，复制推广
到全国。
创新“轻抵押”担保模式，着力破解
担保难题。通过主动推广专利权、商标
权、排污权等无形资产抵质押贷款以及
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减少对房屋、土地等
传统抵押担保物的过度依赖。辖区四类
“轻型”抵质押贷款余额已突破 1800 亿
元，预计到 2021 年末，余额将突破 2000
亿元。打造“银税互动”平台，目前，辖内
银行机构依托“银税互动”平台推出了
“税易贷”
“云税贷”等具有当地特色的银
税合作产品，采用信用方式发放的银税
贷款余额达到 38.21 亿元，贷款户数达到
8877 户，金额在全部银税贷款中的占比
达到 89%。
创 新 续 贷 产 品 类 型 ，破 解 转 贷 难
题。宁波银行业创新采用续贷“五法”，
为民营小微企业缓解转贷还款压力，即
无还本续贷法、额度循环法、临时额度
法、期限拉长法、保险转贷法，结合“五
法”推出的续贷创新产品已多达 30 余
个，如“连连贷”
“接力贷”
“超级流贷”
“阳

C. 改革赋能树亮点
金融服务
“最多跑一次”
改革项下，
宁波银保监局印发
专项工作方案，明确具体改革路径，
成立改革落地专班组，
推动宁波银行保险机构金融服务提速增效，
让
“大数据﹢”
金融精准对接和智慧有效监管成为可能。改革试点以来，
宁波银行业保险业 65%的金融服务项目已实现“最多跑
一次”，实现“跑零次”的项目达 35%，主要机构平均减少
跑动次数的项目 12 个、减少办理时间 5.8 天、减少业务材
料 3.6 份。
如果说金融服务
“最多跑一次”
改革，
跑出了高质量服
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加速度”，那么，建设国家保险创新
综合试验区作为区域金字招牌，
则加载了银保融合高质量
服务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引擎”，促进了重点领域“保
险﹢”金融产品和服务应用的持续升级。自 2016 年 6 月
宁波获批成为首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以来，
先后巩
固深化和新推出创新项目 172 个，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
10 万亿元。其中，政策性小微企业财产保险累计为 3820
家次企业提供 11.4 亿元风险保障。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项
下的助农贷、外贸贷、押余融、助优贷、银联商户贷、科技贷
等系列产品，累计为 2.49 万余家次小微企业及科创产业、
外贸行业的重点群体提供贷款 202 亿元。

D. 优化生态除痛点
光续贷”都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截至 5
月末，辖内共有 33 家机构开展了无还本
续贷业务，续贷业务余额 137.30 亿元，户
数 6666 户；当年累放金额 64.64 亿元，累
计发放 3729 笔。下一步，监管部门还将
推动银行机构建立续贷支持“白名单”，
提前 1 个月主动对接需求，提升企业续
贷满足度和覆盖面。
创新定价管理流程，着力破解融资
贵难题。辖区农合机构创推“村评议小
组+村支农联络员+农信社”的“整村授
信”模式，批发授信、集中放贷，大幅降低
了利息费用、时间成本。依托金融科技
所发展的各类线上融资业务，匹配中期
流动资金管理需求，客户“一次授信、随
借随还、循环使用”的方式，大幅降低了
资金管理成本，相关产品已有 20 余个，
部分产品年化利率仅 5%。此外，在涉企
服务收费专项治理中严厉查处违规问
题。2018 年以来宁波银保监局累计查
处机构违规收费事项 30 件，实施罚款
205 万元。2019 年一季度，辖内大型银
行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4.67%，明显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利率；法
人机构普惠型小微贷款平均利率
6.16%，环比逐步下降。

近年来，
宁波银保监局针对金融市场上扰乱银行公平
贷、理性贷、安全贷等痛点问题，着眼“公平竞争、防险纾
困、合规守信”
等目标，
抓重点，
出实招，
力争打造良性运转
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抓“政策重检”促公平。宁波银保监局部署机构
全面开展
“内部制度大梳理大重整”
专项工作，
严格执行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相关要求，全面审查内部授信政策、承保
理赔规则、考核体系等制度规定是否存在所有制歧视性条
款，
对涉嫌破坏公平竞争或不利于民营企业的条款要及时
修订或废止，
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前期辖区机构已累计排
查、重整涉嫌所有制歧视条款或规定 30 余条。
二是抓“联合会商”促帮扶。推动机构坚持探索应用
联合授信机制，对大中型企业（集团）组建联合授信委员
会，设定企业融资限额，强化用信监控和信息共享，提升
“降杠杆、防风险”实效。同时继续发挥本地“债权人委员
会”
的品牌优势，
提升对重点聚焦企业的纾困化险实效，
通
过银行间联合实施差别化帮扶，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债委
会机制应用以来，辖区机构累计帮扶困难企业 313 户次，
帮扶缓释风险金额 94.12 亿元，
帮扶续贷金额 714.3 亿元。
三是抓“打逃防赖”促守信。配合公安、法院等部门，
深入推进打击恶意逃废债专项行动，2018 年以来累计排
摸线索 1022 起，公安立案侦查 68 起，挽回经济损失 30 亿
元。完善失信名单共享数据库的应用，
辖内银行业已实现
授信过程对信用信息查询的全覆盖，
行业联合惩戒得到有
力执行，
银企互信环境得到有效维护。
记者 周静 通讯员 陈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