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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新动能 共建新湖南
———访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魏国斌

三月，草长莺飞。
频频传来的两会精神， 如春风拂

过，如春雨滋养，让湖南人干事创业的
热情不断升温。 落实省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成为这场建设大潮
中的“关键词”、“流行色”。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离不开金
融支持。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如
何支持、服务“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作为金融业旗舰、 我国国际化和多元
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又
将如何发挥优势，激活新动能，助力新
湖南？ 我们采访了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行长魏国斌。

今年两会上，精准扶贫又一次成为代
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在湖南，脱贫攻坚
同样是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一环，国有银行
如何深入实践金融扶贫？ 曾经定位“高大
上”的中国银行，如何俯下身“接地气”？在
金融扶贫中，是“敲边鼓”还是“当主力”？

面对我们的提问，魏国斌表达了他的
观点：“精准扶贫是民生工程，也是政治任
务。推进金融扶贫，我们责无旁贷，必须深
度参与，全力推进！ ”

他告诉我们，关于精准扶贫，湖南中
行正在重点做两件事：

一是帮扶好常德市石门县壶瓶山镇
龙池河村这个对口扶贫点。 两年多来，中
国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投入资金 780
多万元， 帮助该村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升
级发展产业、解决兜底问题。 通过系列扶
贫举措，该村去年已成功摘帽，99 户贫困
户中 97 户实现脱贫， 村里人均年收入从
2800 元增长至 5000 元。

二是调整机构、人员、产品、服务、渠
道等，从面上做好扶贫工作。 在重点服务

大企业大项目、做好海外业务城区业务的
同时，深入广袤农村，加大投入力度，关注
“三农”需求，量身定制服务，探索全方位
金融扶贫模式。具体来说，主要是“三管齐
下”：

———加大扶贫信贷支持。包括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个人扶贫信贷等几个
方面。目前，全省 51 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
县（区），中行在大多数县（区）设有网点，
并投放各类贷款余额接近 60 亿元， 去年
增幅超过 20%，远远高于该行全部贷款的
增长速度。 下阶段，湖南中行将以产业扶
贫为切入点，重点围绕区域优势和特色农
业产业，制订扶贫县域“一地一策”,积极
支持农业现代化、农业产品深加工，现代
农田水利、矿产资源、旅游、文化产业的持
续发展。

———创新金融扶贫模式。一是积极探
索“银行 + 政府 + 核心企业 + 农户”产业
链金融扶贫模式；二是积极探索“银行 +
政府 + 合作社 + 农户” 的团体自助金融
扶贫模式；三是积极探索“银行 + 财政 +
保险 +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多位一
体风险共担金融扶贫模式；四是稳步推进
“银行＋核心企业＋农户”的“益农贷”扶
贫贷款模式。优先选择金融精准扶贫区域
开展“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融资试点工作。 利用同
业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延伸服
务网络，提高线上线下在贫困地区的渠道
覆盖水平。 积极开展“走进基层、走进贫
困县、走进农村”的活动，全面了解贫困县

域金融服务需求，制订相应的银行服务策
略。 完善金融产品，为贫困人口设计并推
广有针对性的产品。

魏国斌强调：“金融扶贫是一个系统
工程、长期工程。 不能搞‘运动式’‘突击
式’扶贫，而是要思考、研究和实施产业
化、批量化、持续化的业务模式，帮助农户
提高自身生产和经营能力，变‘一次性输
血’为‘造血式’扶贫。 ”

在龙池河村，湖南中行正在探索一种
可持续的金融扶贫模式备受关注。针对村
里发展茶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和壶瓶山
自然保护区不能使用林权质押贷款的实
际问题，湖南中行深入研究去年国务院颁
布的《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积
极探索“林权收益权质押贷款”，打通融资
关卡。 这，也成为湖南中行践行“造血式”
金融扶贫的最好例证。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经济要
发展、生态要和谐、民生要改善。作为湖南
金融主力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未来，湖
南中行始终坚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
心工作的方向不变，始终坚持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目标不变，担当社会责任，做最
好的银行。 ”魏国斌掷地有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一招棋
活，全盘皆活。 湖南中行能不能成为建设
新湖南棋局中重要的“一招棋”，中行人用
他们百年一直在行走的铿锵有力的脚步
声告诉我们，他们有信心、有决心，有担
当、有能力……

早在去年两会后答记者问中，李克强
总理就强调：“金融首要任务还是要支持
实体经济的发展。 ”

在魏国斌看来，写好服务湖南经济的
“大部头”，中行必须先做好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这篇大文章。

大文章怎么做？魏国斌认为，“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是促进湖南经济发展
的金钥匙， 湖南中行将深入研究战略中

“三个着力”、“四大体系”、“五大基地”这
些抓手，看哪些是中行的优势业务、专业
领域，哪些是未来可期的成长空间，找准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下好基础建设这个 “先手棋”。
“四大体系” 中提到加快构建综合交通枢
纽体系，这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经济发展的

“先手棋”。中行目前在全省综合立体交通
建设项目上的贷款余额超过 320 亿元，理
财、债券等渠道募资 130 亿元，支持了高
速公路、铁路、地铁、机场、城市交通枢纽
等重大项目建设。 下一步，中行将紧紧围
绕全省“四个一批”的省级重大项目，加大

贷款投放力度；同时，为重点项目融资出
谋划策，提供多渠道的金融支持。

———牵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
鼻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的主基
调是“稳中求进”。稳中求进，最重要的手段

之一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湖南跨越发展的重要机
会。 湖南中行将主动配合、积极参与，大力
支持钢铁、 有色等湖南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换代；大力支持产能过剩行业“走出去”，向
海外输送产能；大力支持传统行业改制，积
极配合省内部分“高负债、强周期”的大型
国企改制，选定一批目标客户尝试债转股、

可续期中票、 投贷联动等新型权益类融资
产品，支持企业降低杠杆率。

———服务“五大基地”这个主战场。围
绕省里“五大基地”建设，支持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做大做强。 落实 《中国制造
2025》计划，服务湖南制造强省，积极支持
工程机械、航天航空装备、节能环保行业
转型升级；支持“中联”、“三一”装备制造
业“走出去”，重点跟踪中南传媒、电广传
媒等企业开展跨国投资，为广电、湘菜、出
版、动漫等走出去“湘军”服好务。

———拉动创业创新这个“新引擎”。 抓
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契机，大力支持
中小企业因地制宜干实业。 湖南中行已将
中小企业信贷工厂模式推广到全辖所有网
点，并结合各地经济环境，根据不同行业、
企业特点，量身定做授信方案。 下一步，将
积极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型企
业的支持力度，从人力、服务、资源、渠道等
四个方面予以更强更有力的保障。

“未来，我们对实体经济的投入比例，
要保持在每年新增投放的 70%以上。 ”简
单的数字，折射出湖南中行对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决心。魏国
斌言简意赅，却比豪言壮语更令人振奋。

低调、务实，是魏国斌行长给我们的第一
印象。 一见面，没有过多的寒暄，魏国斌直抒
胸臆：“金融业实质上是服务业。 中行在湖南，
就要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出力； 中行发展的
机会也只有在服务地方中创造。 ”

怎么“出力”？ 魏行长表示，首当其冲是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支持好、服务
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建设内陆开放新
高地，体现了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的宏伟立
意。 ”魏国斌说，“开放崛起是全面开放、深度
开放、双向开放，湖南将由此深度融入全球产
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这是全省发展的重大
机遇。 作为海外机构遍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连续多年被授予‘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
机构’称号的中国银行，在服务开放崛起上独
具优势。 湖南中行人将责无旁贷，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上来，依托
优势资源，用新观念、新思路、新举措，服务湖
南开放崛起。 ”

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在省发展开放型经
济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 魏国斌曾做过一次

“服务‘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的发言。 魏国斌
告诉我们，当时只是对省政府的一个表态，会
后，他要求省分行相关部门进行广泛调研，集
全行之智、 举全行之力， 形成了一份中行支
持、服务湖南开放崛起的“任务清单”。

“针对‘湘企出海’、‘湘品出境’、‘万商入
湘’、‘开发园区开放崛起’和‘拓口兴岸’等五
大行动方案，中行将从多个方面予以支持。 ”
魏行长向我们透露了“清单” 中的几个关键
词：

融资： 落实省政府与中国银行总行签署
的《“多元化”业务合作协议》，积极从总行争
取资源，加大与海外分行和中银国际、中银投
资、中银基金等兄弟单位的联动协作，通过银
团贷款、海外直贷、海外发债等渠道，多方筹
集资金为湖南所用；

搭台： 为中小企业出海搭建跨境撮合平
台。2014 年以来，中国银行总行已在五大洲的
27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了 28 场跨境撮合
活动。2016 年，在“湖南·非洲国际产能合作暨
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上，湘企现场签订
了 175 份意向合同， 有力推动了他们“走出
去”。 下一步，湖南中行将积极推动跨境撮合
常态化， 在促进湖南优势产能与海外需求对
接、 促进海内外优秀企业入湘发展这两个方
面，更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牵线：中行海外机构遍布全球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有的在当地经营长达百年，积累了
丰厚资源，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认可。 中行
将运用海外网络优势，为省政府、湖南省企业
海外合作牵线搭桥；

增效：针对企业海外融资难、成本高、金
融风险难把控等难点、痛点，中行充分发挥境
内外分行、中银国际、中银投资和亚太、欧非、
美洲三大银团贷款中心等多元化平台优势，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2016 年，湖
南中行通过外币贸易融资、全球额度切分、内
保外贷等方式，为我省澳优乳业、山河智能等
客户从境外获得低成本资金约 100 亿元。 下
一步， 湖南中行还将通过专业化服务持续为
企业寻找海外低成本资金， 并在全球现金管
理和支付清算、融资和增信、风险管理等多个
方面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

创新：针对中小企业这支“走出去”的新
兴“生力军”，湖南中行将不断创新产品、优化
服务。 去年 8 月，中行与省农信保联合推出了

“湖南省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融资无抵押式
担保”业务；今年，又与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省国税局联合开发“出口退税账户托管便利
融资业务”，使那些按传统银行要求不具备贷
款条件的企业也能融到资， 企业及时收到出
口资金用于流通，实实在在解决了经营难题。

管中窥豹。 尽管只是几个“关键词”，已足
够展现出中行服务“开放崛起” 的决心和能
力。 湖南中行，也正在以时不我待的激情与速
度将这份“任务清单”落地、做实。

唱好“重头戏”� 服务开放崛起

写实“大部头”� 支持实体经济

立下“责任状”� 推进金融扶贫

肖志红 王珊

2016 年 6 月 26 日 -29 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银行联合举办的“2016 湖南·非洲国际产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在长沙举行。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扶贫点———常德市石门县壶瓶山镇龙池河村，扶贫
工作队结对帮扶、访贫问计、访困问需。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工作人员为中非企业提供现场支持，做好撮合对接服务。

（本版图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