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

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

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

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从投贷联动到科创板上市的

融资接力，依托“上码”“上链”技术

即可轻松融资的“码商贷”“POS

贷”，深入田间地头、山林牧场的普

惠金融精准滴灌……与当今中国

新经济生机勃勃、新技术破笋而出

的新兴产业体系呼应，更多个性

化、差异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

务正在为实体经济提供灌溉滋养。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记

者调研发现，我国金融创新稳步推

进，加速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活水”正唱出欢快的歌。
■新华社记者 姜微 姚玉洁 桑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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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金融血脉，强经济肌体

2019年 10月 14日，随着一声鸣锣，上

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在科创板

挂牌上市，从此迈向了新的征程。

这家国内 LED照明驱动芯片细分领

域的领先企业，曾经也经历了一段波折期。

“2015年公司因受到行业影响，订单

量有所下降，销售收入也受到影响，上游供

应商货款亟须支付，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

遇到了巨大压力。浦发银行在充分了解公

司的经营情况后，给予了3000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帮我们渡过难关。”晶丰明源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自晶丰明源成立之初，浦发银

行张江科技支行便以小巨人信用贷款打开

了与企业的合作。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汪素南介绍，

对于处于初创和成长期的科技小微企业，

银行突破了传统授信评价模式，主要依据

创业者的个人履历、团队经验、技术含量、

外部认证等评价维度，给予创业者信用贷

款支持。

“对于具有高成长特性的科技企业，银

行配套投贷联动、财资管理、跨境服务、投

行咨询等综合服务，为不同生命周期的企

业提供精准的融资服务。”汪素南说。

对准“痛点”，疏浚“堵点”，打通流向实

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才能使金融“活

水”更好浇灌实体经济。

在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看

来，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实体经济对

资金需求仍然强劲。同时，金融体系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得到提高。

央行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累计为18.7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28万亿元，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和

市场主体的良好预期；9月企业债券加权

平均发行利率为 3.33%，较上年高点下降

1.26个百分点，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切实降

低。

“新金融”服务“新实体”

在移动支付不断普及的当下，越来越

多的小微经营者，靠着一张小小的二维码

就能贷款做生意，他们也被形象地称呼为

“码商”。

餐饮企业“馍家”的老板张泽林就是一

位搭上了数字化经营快车的“码商”，刚开

始创业时，他也面临了像大部分小微经营

者一样的问题：无抵押、无担保。对他这样

“小、急、短、频”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也有

风险顾虑。

有了大数据，难题便有了破解的可

能。受益于一笔5分钟到手的5万元贷款，

这个90后男生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迅速开

出两家店，目前每天营业额有 1 万元左

右。网商银行针对他们创造出一套“多收

多贷”的金融服务模式，让“码商”不再为借

钱发愁。

记者了解到，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区

块链技术加速迭代，在“上码”“上云”“上

链”等多重技术托举下，金融“活水”奔流，

众多双创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新经济新

业态不断涌现。

过去，不少小微企业即便有应收账款

等资产，仍会出现现金流周转困难。如今，

银行凭借区块链记账和不可篡改技术，可

对销售回款进行管理与大数据风控，为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结算、资金管理

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浙商银行探索的“区块链+医药行业”

应用，与瑞康医药内部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并搭建平台将上游药厂、下游医院和药店、

医药仓储物流企业以及各金融机构、信息

服务商等统一纳入。

据悉，目前已有部分医药上游厂家入

驻该平台。上游厂家给瑞康医药发货后，

平台可以确保上游厂家在三个月内、甚至

更短的时间收到货款。这样不但保证了上

游厂家资金及时回流，而且大大减轻了瑞

康医药的支付压力。同时，这样的融资模

式，相比传统交易方式，成本明显降低，效

率明显提升。

“滴灌”更精准，金融更“普惠”

“仅用7天时间，银行就给我们发放了

140万元贷款，解了燃眉之急。以前常听

说贷款难、首次贷款更难，但这次经历改变

了我的认识。”山东北斗华宸导航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业习说。

由于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首贷难一

直是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一大痛点。

今年 4月开始，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联

合山东银保监局等六部门实施了民营和小

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主动挖掘有市场、

有前景但尚未获贷的民营和小微企业，提

供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今年6月，

建设银行淄博分行在尽职调查及评分卡评

价测额的基础上，为这家专门从事北斗高

精度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量身定制了“科

信贷”贷款方案，及时补上了企业资金周转

缺口。

在精准滴灌下，今年前 10个月，山东

省共有33891家民营和小微企业首次获得

贷款 476亿元，山东省民营和小微企业贷

款规模增加、户数增加，贷款综合成本下

降。

从干流到支流，从城市到乡村，普惠金

融进一步下沉。

“赶上好政策喽，就往银行跑了一趟，

购苗款的事儿就解决了。”抚顺市抚顺县海

浪乡松树村村民陈国龙今年格外从容，“手

里有钱，心里不慌。”

让陈国龙心里踏实起来的，是邮储银

行抚顺市分行与抚顺市政府联合开办的专

项惠农贷业务。陈国龙种植榛子多年，在

村里承包榛子山近 30亩。去年开春时由

于缺乏资金无法扩大种植面积，他急得直

上火。村两委得知消息后，帮陈国龙向银

行申请了惠农贷。松树村是信用村，加上

陈国龙口碑良好，仅 3天时间 10万元的信

用贷款就到了手。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下一步

央行将进一步精准滴灌，加大结构调整引

导力度，引导中小银行回归基层、服务实

体，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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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吴雨 许晟 刘

开雄 张浩然 潘晔 薛天

在我国各类企业主体中，中小企业数

量占九成以上，由于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

较弱，经济大潮的波动总是率先反映在它

们身上。

记者近日深入全国多地调研发现，多

重考验之下，不少中小企业发挥“船小好调

头”的优势，主动谋变，努力在时代大潮变

迁中站稳脚跟。

主动谋变
压力之下寻找新空间

临近年末，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崔文峰几乎每周都去新开工的厂

区工地看看。建设周期 2年、投资 2亿元，

这个新厂区是众智科技近年来最大的一笔

投资。“新工厂建成后，我们的产能将增加

8至10倍。”崔文峰信心满满。

不仅是规模的增长，这里承载着企业

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在发电机组控制器领

域深耕 10多年的众智科技想通过新厂区

提升数控面板的品质，在新能源、5G等领

域打开新天地。

调研中，记者看到，众多像众智科技一

样的中小企业，没有被暂时的困难吓倒，而

是瞄准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方

向，自发转型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展现出强

大的发展韧性。

经过连年亏损，河南掌柜食品有限公

司这两年开始走上坡路，预计今年营业收

入达到5亿元。

“转型要趁早、要主动。我们从 2013
年开始转型，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逐年砍

掉油炸食品，向非油炸食品转型。”公司总

经理刘海亮说，“过程很艰难，因为持续投

入，连年亏损，但一直咬牙坚持着，终于迎

来了曙光。”

在江苏，凭借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对欧

洲市场的提前布局，苏州巨峰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收入实现从2018年1.46%负增长到

2019年前三季度17.35%正增长的逆袭。

在陕西，合容电气集团投资 5亿多元

的智能化现代化工厂正在加紧开工。“明年

4月份就能投产。我们今后要走的路线就

是大科技、小生产、智能化、高收入。”公司

董事长贾申龙表示。

压力转化出动力。面对成本上升、需

求下降等多重考验，众多中小企业正努力

通过创新摆脱产业链低端位置，寻找新的

竞争力和生存之基。

“经济不好的时候，有的企业照样能办

好；经济好的时候，也有企业倒闭。关键是

企业自己做到高质量发展。”贾申龙说。

理性发展
坚守正道主业

记者调研发现，经历过经济周期的考

验，中小企业的发展理念正在变化，从过去

往往盲目追求做大，到现在越来越专注细

分领域做精做强。

“以前，不少企业盲目追求小而全、大

而全，活钱变成死钱，经济下行期，风险暴

露。”河南漯河市中小企业联合投资发展商

会会长胡纪根表示，有了深刻教训，企业逐

渐变得理性，转型都是围绕主业，不再盲目

涉足不擅长的领域。

这种转变也反映在融资需求上。今年

8月至 11月，银保监会在 5省市试点开展

“百行进万企”融资大排查。在江苏，96.5
万户小微企业填写了融资意向调查问卷，

其中17万户企业同意上门对接，占比不到

20%。在河南，30.9万户填写调查问卷的

企业中，只有4.45万户表示有融资需求，占

比不到15%。

在业内人士看来，出乎意料的融资需

求数据背后，除了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企业

投资意愿不强外，企业融资需求趋于理性

也是重要原因。

亲眼看着一些客户抛弃主业去盲目拓

展新业务，造船的去搞了房地产，做电力的

去开发旅游产业，新业务没搞成功，还连累

了主业，崔文峰感叹，“中小企业要在行业

中做精、做细、做强，决不能只图短期做大

而偏离主业。”

发展理念的转变，离不开政府的引

导。“过去我们注重做大做强，现在是做优

做强。”河南省工信厅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

郭瑞山表示，近年来加大对优质中小企业

的培育，为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提供信息

咨询、研发设计、市场开拓、投资融资等服

务，目前已有478家企业被纳入培育库。

更多期盼
完善创新创业环境

“市场的风险我们不怕，最怕政策不稳

定或者一刀切。”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企仍面临一

些隐性的歧视性门槛。”

……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

等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中小企业

等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有效释放，但现实

中仍存在不少梗阻。调研中，记者发现，更

公平的市场环境、更完善的创业环境，是中

小企业家的共同期盼。

“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链末端，信息不对

称，容易盲目投资、产品趋同，政府之手要

发挥关键作用，加强行业规划引导。”胡纪

根说。

对企业发展而言，“钱袋子”往往就是

“命根子”。有中小企业表示，企业发展中，

尤其是在种子期成长期，缺少长期机构投

资者的支持。

“公司成立10多年一直靠自有资金投

入，今年刚刚拿到机构投资者的融资。”郑

州圣莱特空心微珠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耀武说，“撑到现在不容易，多年持续大

量的投入。希望国家加快培育长期机构投

资者，让企业融资有更多渠道。”

正在谋求转型创新的中小企业对高新

技术人才十分渴求。一些中西部企业表

示，当地高校、研究院所不多，通过高薪、股

权等方式吸引外地人才，但往往很难长期

留住。

“不仅是薪酬问题，还应创造与高素质

人才匹配的创新研发环境，配套的教育、医

疗条件等。”正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

亮说。

“要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通畅人才

发展通道，为企业创新活力提供最坚实的

后盾。”胡纪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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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民企活力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在时代大潮变迁中站稳脚跟
——来自中小企业的一线观察

金融“活水”唱出欢快的歌
——金融创新稳步推进强健实体经济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