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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20）》指出：
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
广义普惠金融生态系统，进而更好地发挥各
种金融功能，包容小微企业、“三农”、社会低
收入群体等特殊群体。

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金融的探索实践，
使我们深切认识到，金融不应该去追求金字
塔尖上虚假的繁荣，而要关注金字塔底下真
实的万家忧乐。金融不应该是‘高大上’的贵
族话题，它关系到百姓居家生计、柴米油盐。”

“未来金融，必将是‘得草根者得天下’。我们
要看到时代发展的大势。”

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在普惠金融实践
中，以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
以可负担的成本为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
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包括
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
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一句话，就是
金融机构力所能及的普罗大众服务，这是职
能，更是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

2020年6月18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
小时正在播出“宁波2019营商环境报告”。
宁波作为国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央视记
者到普惠金融做得好的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
采访，记者选中的普惠客户是林顺海的宁波
哲慧国际贸易公司。

林顺海的老家在福建莆田后埭村，家乡
靠海，祖辈靠晒盐谋生。后来，盐业经营不下
去了，改行石材海运，当地造桥建路后，海运
市场也失去了。于是，山多田地少的后埭村，
留不住人。18岁那年，林顺海离家去福州学
做油漆工，感觉出息不大，听说叔叔在宁波这
边从事建筑行业，经营不错。20岁那年，林顺
海就来到宁波，边打工边了解当地市场。22
岁开始，林顺海向别人转租了只有一米窗口
的市场经营门面，开始了艰苦的创业。那时，
没有铲车，也买不起这类机械设备。只得自
己搬运，一整车的木材，手拉肩扛卸下来，又
要把木材码上去。客户来购货，又是急性子，
连忙把码上去的木材又装上车，全是体力活，
林顺海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在年轻气盛，
睡一晚上，力气又恢复了。搬木材时手上碰

出血、脚下负点伤，那是家常便饭。
农村长大的林顺海，吃苦耐劳是他的秉

性，这样一干5年。他看准了改革开放初期
宁波的这块建筑市场，从事木材经营，现在证
明是对的。

靠艰苦创业，林顺海淘得了“第一桶
金”。有了“第一桶金”，林顺海开始谋求新的
发展，把目光瞄准了更大的市场——宁波华
东物资城。

2010年初，林顺海向工商部门注册了宁
波哲慧国际贸易公司，并将经营场所，搬迁到
了宁波华东物资城。在新的经营场所，他招
兵买马了10名员工，公司装卸打包设备齐
全，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几年下来，产值从
当年只有200多万元的小木材经营门店，发
展到现在在宁波华东物资城占地4亩多、产
值近7000万元的公司。木材进货渠道，也从
当年的国内，发展到从俄罗斯和加拿大直接
进口。

“宁波是‘宝地生金’，建行是我成功的
‘贵人’。在宁波创业，这儿经商氛围足，营商
环境好，还真是一个风水宝地。我的妻子还
特意绣了一幅十字绣，上书‘宝地生金’，悬挂
在公司的会客室正中。”林顺海说。

2020年春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宁
波的建筑企业开工不足，林顺海公司应收账
款一下子收不回来，而预订的俄罗斯木材又
急着要付款发货，否则会违约，他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

这时，建行当地的一家网点响应政府和
总行的号召，前来推介“惠懂你”系列产品。

“我的‘贵人’来啦。”林顺海说。只要手机下
载一个APP，凭税务系统的纳税大数据，无需
抵押，即可贷到款，林顺海在建行客户经理的
指导下，操作“惠懂你”云税贷系统，一下子贷
到了250万元。

林顺海很高兴，说这是雪中送炭呀！
林顺海还释义自己的名字：“我的姓代表

要跟木材打交道，顺字说明我在宁波创业是
顺风顺水的，而海则意味着我始终是海边人，
家乡靠海，宁波也是滨海城市，而我的木材生
意也靠港口海运进来的，一句话靠海吃海。”

2021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建设

银行宁波市分行所属的镇海茗园支行“一场
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为主题的普及金融知识
宣传活动”：不久前，建行镇海茗园支行工作
人员向来往的镇海茗园社区老年居民朋友介
绍当前常见的诈骗方式以及应对的防范措
施，教会如何辨认真假，告知如何保护好自己
的个人金融信息。网点周边社区、医院多，老
年客户数量较多，养老金融服务需求大。基
于此，支行立足于服务长者，致力于打造“银
龄幸福+”养老金融服务样板，不仅通过与社
区联动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服务，还创新
性地在网点内设置长者服务专区，通过增加
尊老、敬老、助老、孝老元素，配备便民药箱、
雨具、口罩和老年人喜欢的书籍。针对老年
客户不容易识别电信诈骗的特点，老年人在
网点办理转账业务时，这里的员工习惯多问
一句：“和收款人是什么关系？转账用途是否
清楚？”“多问一句”成为员工的习惯动作，初
衷只有一个——帮助老人们守好“钱袋子”。
为了让厅堂服务更走心，网点还会定期举办
反假、投资理财、防诈骗等方面的金融知识普
及宣传，做老年人的知心人。

2021 年 11 月 11 日《南方周末》刊文：
10月26日，宁波余姚市43名环卫工人获得
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们以远低于市场
价格的租金签约入住了建融家园劳动者之
家，从此告别了逼仄的蜗居环境，在繁忙的
城市有了全新的安身之所。这一天是浙江
省第25个环卫工人节。多数人大概不会想
到，为环卫工人送上这份节日礼物的会是中
国建设银行。

《南方周末》文章的背后，就是建设银行
宁波市分行广义普惠金融的一个有效实践。

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普惠金融实践，还
包括与多个高星级小微园区签署“伙伴银行”
合作协议，建立“金融顾问”服务团队和“分行
—支行—网点”快速交流响应机制，为小微园
区入驻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以自身金融
资本和社会资源连接优势，用“创业者港湾”
服务品牌，为园区小微企业提供包括信贷融
资、产业对接、辅导培训等综合服务；运用区
块链技术创新推出“民工惠”业务，解决农民
工工资拖欠“老大难”问题，帮助约3万多人
次农民工及时获得工资；各个网点的劳动者
港湾，提供“因爱停靠”，“累了能歇脚、渴了能
喝水、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服务，家喻户
晓；还有专属服务甬城复退军人的崇军卡、创
业创新青年人群的甬江精英人才卡和大学生
校园卡等等。

分行主要负责人对普惠金融赋能社会，
感触颇深，同时对员工在普惠金融实践中的
奉献精神赞叹有加。

他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宁波作
为创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联系这几
年分行在普惠金融改革探索的道路上，全行
员工洒下了汗水，收获了硕果。分行从战略
启始的‘一张白纸’，到现在的行稳致远，三年
时间‘从20亿到200亿’，分行普惠金融战略
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画上了圆满句号，数
字的背后凝聚着分行1000多位普惠践行者
的辛勤付出和勇于推进普惠金融事业的信
念。‘平凡的伟大’就在你我身边，是分行人一
步一个脚印地把‘总蓝图’转化为‘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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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13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彭佳学在分行专题书面汇报件上
作出批示：过去一年，建设银行宁波市
分行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为全市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圆满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作出了重
要贡献。

书记的批示是肯定，更是鞭策。
在宁波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试

点，是中央赋予的一项重大改革创新举
措。怎样做实做新做出特色见成效？建
设银行宁波市分行以金融科技赋能跑出
普惠加速度，以持续创新打造建行普惠
特色，以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建行担当，以
归零心态重整行装再出发。

工商界是宁波小微企业联系的桥梁
和纽带。近年来，分支行与各级工商联
机构多次联合举办金融服务沙龙、融资
对接会、金融税法知识培训等活动，惠及
上万家民营企业，面向小微企业累计投
放贷款逾600多亿元。“春耕行动”大走
访中，分、支行走访工商联及商会高层上
百次，成功为55家资金紧张的小微企业，
新增授信7500多万元。

乡镇（街道）是工商企业布局的重点
区块。前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产品演
示会在海曙区横街镇商会举行，邻近的
集士港支行针对横街镇无建行网点的现
状，将金融服务延伸至该镇。由此，分行
普惠金融系列产品成功上架海曙区金融
超市横街镇商会店，商会负责人主动将
一家小微企业，向建行海曙集士港支行
推荐。这家小微企业因生产规模扩大，
短期流动资金较为紧张，客户经理小包
登门拜访，在确认企业的实际情况及信
贷需求后，在5个工作日内，为客户办妥
了抵押快贷业务。

一花引来百花开，万紫千红春意
浓。集士港支行2021年初以来，已服务
工商企业119户，投放支持生产经营类流
动贷款2亿多元。

孙永雷是分行派驻宁波市工商联的
工作指导员，上任以后老孙通过多次走

访企业感觉颇深。他说：“宁波市工商企
业中，小微企业市场大，潜力深，后劲足，
众多小微企业，在期盼着普惠金融之光
的照亮。”

普惠金融的触角，可以延伸很广，比
如初创期的科创企业。这几年科创企业
发展在宁波形成热潮，如何找到那些真
正具有创新能力、高质量的企业，实现科
技与金融的完美结合，成为建行人的迫
切愿望。今天，这个愿望在分行终于成
真了。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建设银行总行
信贷管理部的李经理至今还记得2021
年3月，在建总行“科创企业创新能力评
价体系”试点方案下发没多久，接到了一
通来自宁波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洪诗
茜，是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公司业务部
副总经理，电话中洪诗茜激情地表达想
加入试点行的强烈愿望，坦诚说出分行
服务宁波科创企业的情况和瓶颈，并把
分行这些年的探索进行了汇报。因为洪
诗茜的身后有近千家搏击在市场的科创
类企业需要资金支持。

洪诗茜的热情和工作拼劲让李陶很
感动。宁波本不在试点行的考虑之中，
但他答应洪诗茜，一定会向领导汇报分
行的诉求。最终，总行通过考虑，将分行
作为一家“影子”试点行，即参与试点工
作的全部活动，并于2021年5月正式将
其纳入第二批试点范围。项目组在建信
金科厦门事业群进行“科创评价”项目研
发期间，分行派出了业务骨干、科创团队
成员集团客户经营科科长毛康积极参
与，提供精准的项目需求。

洪诗茜知道自己的动力在哪？她深
知在宁波，科创企业天地广，发展空间
大，有很多科技含量高的全国首台首套、
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企业。列入了总行
试点名单后，她一边营销走访科创客户，
一边与分行信贷审批部加强沟通，利用
审批部的“每周讲堂”，向专职信贷审批
人讲解“科创评价”，改变他们的审批理
念，求得认同和支持。

分行没有辜负总行的信任，成为试
点工作成绩最突出的分行。根据“科创
评价”的大数据，分行快速建立了科创企
业白名单储备库，实行名单制营销管
理。根据名单，按图索骥，分行对辖区内
T5（T 是科创评价体系，英文字母“技术
流”首字缩写）以上890多家科技企业走
访全覆盖，其中分行领导亲自挂帅走访
了全部T3级以上企业120多家。至6月
末试点结束，分行新增了授信客户70多
户，授信额度达40多亿元，超额完成总行
20户目标，其中重点企业新增授信近40
户，T3以上企业新增授信近10户。科技
企业贷款余额100多亿元，较年初新增
近15亿元。

“大多数科创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并
不大，分行在推广应用‘科创评价’后，让
资金短缺的科创企业初创时得到了信贷
资金的支持，如同缺水的鱼塘，注入了源
头活水，水欢鱼跃。”洪诗茜说。

洪诗茜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跟着分行
领导走访一家T3企业。企业曾是建行
的客户，当年由于抵押物等原因，面临信
贷规模压缩，后来转到它行。这次上门
走访，企业虽然仍感恩初创期建行的支
持，但还是有思想顾虑。于是，行领导
向客户推介了“科创评价”，当听到科创
企业有了新的信贷标准，80后的企业
董事长很感兴趣，表达愿意尝试一下合
作。团队回来后，立马行动，在一周内
完成了从关系树建立到评级、准入、授
信审批等一系列工作。一周后，当团队
成员回访企业告知5亿元授信获批时，
企业负责人高兴地说：“神速啊！你们真
是不一样。”

讲到此处，做过多年客户经理的洪
诗茜，脸上写满了成就感。“在服务科
技企业的道路上，‘科创评价’的创新
及应用，顺应了时代科技潮流，让我们
的客户经理有了鹰一样的眼睛，能够精
准识别，加上豹一样的速度，实现高效
服务，使得建行成为科创企业值得信赖
的伙伴。”

绘画 周维勇

满园梨花赞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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