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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为企业提供“管家”服务

秉承“以客户为中心”，兴业银行围绕客户真
实需求，积极借力金融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拓宽服务网络，提升小微金融服务。兴业银行率
先推出国内首款企业移动支付创新产品“兴业管
家”，以手机为主要载体，集企业账户管理、财务
审核、转账汇款、移动办公、支付密码编制于一
体，为企业客户提供便捷的移动支付和企业管理
服务，能够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升营运
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凭借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上的创新，兴业
管家在2018年4月举行的第四届“金松奖”移动
金融行业评选活动颁奖盛典中，荣获“最佳金融
科技创新奖”。目前，兴业管家已获得8.7万家小
微企业客户的青睐，年交易金额超1880亿元。

“易速贷”给企业融资加速

在很多小微企业主的印象中，向银行申请贷
款是一件头痛的事，银行放贷不断收紧，贷款要
求也变得更高。如果企业正好遇到了融资需求，
往往得多方借款四处奔走。为满足小企业“短、
小、频、急”的融资需求，该行创新推出了一款名
叫“易速贷”产品，小企业只需提供个人住房、商
用房等相应资产便可提出申请。这也是兴业银
行为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升级所设计的一项
重要配套产品。

某模具制造公司是民营小企业，下游客户为
某大型电子代工企业。公司受邀参与该电子代
工企业某一电子元器件的开发。但根据客户需
求，如果该模具公司承接了此业务，必须于次月
开始按月提供价值约200万元的模具成品，这已
超出了公司现有的流动资金周转能力，急需流动
资金贷款来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兴业银行客户经理在了解了企业状况和股
东资产情况后，向其推荐了“易速贷”产品。通
过运用标准化“计分卡”方式对客户实际经营情
况和风险实质状况进行评估打分，核定后给予该
公司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以股东提供的
自有住房作为抵押担保，帮助企业顺利获得此笔
订单。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相关产品经理介绍说，
“计分卡”是一个创新性的标准化授信制度，打破
了传统的银行信贷评审模式，运用计分的方式对
小企业客户实际经营情况和风险实质状况进行
评估打分，合理核定授信额度，简化贷款手续，通
过银行自身标准化、工厂化的作业模式大大提高
了小企业的融资效率。

“连连贷”助力“银企共赢”

“我们这种小规模的公司，银行都不愿意提
供贷款，但兴业银行向我伸出了橄榄枝。”重庆某
科技公司是一家主营环境试验设备的生产、开发
和销售的企业，灵活的资金需求是公司发展过程
中最大的困难。

去年10月，该公司一笔“易速贷”总额500
万贷款即将到期。按往年，公司必须开始缩小生
产线，将用于购买原材料的资金暂时截留，还清
贷款后，再从银行贷出新一笔款项。而这“先还
后贷”的周期，几年来对公司正常生产造成了极
大影响。了解到该公司的困难后，兴业银行推荐
了“连连贷”产品。在提交了相关材料后，仅几天
时间500万元“连连贷”额度便申请成功。

“原本以为要等十天半个月，没想到申请这
么快，不仅贷款还上了，还保证正常生产，这样的
贷款是实体生产企业最需要的。”去年11月，该
公司在500多万元贷款到期时就收到了“连连
贷”放款，实现了放款和还款无缝连接。公司负
责人老许笑着说，这几年，在兴业银行贷款支持
下，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现在“连连贷”又彻底解
决了公司每到还款期就要四处筹钱的压力。

据了解，兴业银行的“连连贷”以“无还本续
贷”创新还款方式，对主要结算在兴业银行的小

微企业，在兴业银行的贷款到期日无需偿还本
金，可实现借款人贷款资金在原授信到期后延续
使用。经过产品升级，“连连贷”进一步提高审批
额度，同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办理流程，实现新
旧贷款的无缝对接，让绝大部分小微客户都可以
节省一笔“过桥融资”的成本，切实解决小企业贷
款到期“先还后贷”的资金压力问题。

“循环贷”打造个性化服务

小微企业“循环贷”是兴业银行依托互联网技
术面向广大小微企业客户创新推出的一款线上融
资产品。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借款企业核定一
个自助循环贷款额度，在该额度和额度有效期内，
并且满足兴业银行贷款提款条件及借款资金支付
条件的前提下，借款企业可通过本行企业网上银行
等系统自助、循环使用贷款的融资业务。

某区域传统商业街内服装零售企业普遍存在
淡旺季明显、季节性资金需求差异化较大的情况，
有部分优质服装零售企业在临近采购季或销售旺
季时，流动资金会出现阶段性资金短缺，但申请银
行贷款如果等到需要资金的时候再申请，要花费
不少时间在“贷前”申请等流程上，“贷后”提前还
款也需一定手续，无形中抬高了企业融资时间成
本与资金成本。对此，该行为客户推荐了小微企

业网上自助“循环贷”。在客户核定网上自助循环
额度后，与客户签订网银协议并安装网银，在额度
有效期内，客户只需登录网银轻松一点即可根据
自身实际需求，灵活提取和归还贷款资金，解决了
客户临时性资金短缺问题，又在客户不需要资金
时可以随时归还，有效控制融资成本。

兴业与小微企业共成长

近年来，伴随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多样性，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从小微企业融资“短、小、频、
急”的特点入手，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打造综合
服务方案。兴业银行创新升级专属产品，提高产
品适用性和客户满意度，先后开发出采用“计分
卡”进行快捷融资的“易速贷”、“无还本续贷”的

“连连贷”、网上自助融资的“循环贷”、用于满足
企业中期流动资金需求的“诚易贷”等，构成一整
套全面覆盖小微企业多种资金需求的专属产品
体系，丰富了兴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方式，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小微企业提
供更加专业、高效、便捷的多元化综合性金融服
务，践行与小微企业“发展中共成长”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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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兴业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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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点，长江江面上，两艘船并排激烈
追逐。一名壮汉站上船舷，突然飞身一跃，跳
上两米开外的另一艘船，很快便将船上两人制
服，将船逼停……

这不是警匪片中的片段，而是前不久在长
江江津段水面上发生的真实一幕。

壮汉名叫刘鸿，今年46岁，是江津油溪镇
洪江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老板，他还有另一
个身份——护渔志愿者。被逼停的船只，是在
禁渔期内疯狂电捕长江鱼的“三无”船。

4年来，刘鸿驾驶着自己打造的巡护船，抓
获了143名非法捕鱼嫌疑人。

被长江鱼的日渐减少深深触
动，他第一个报名成为江津护渔
志愿者

刘鸿在长江边长大，自幼习武，从小心中便
有一个“英雄梦”，在部队时多次在擒拿格斗比
赛中获得冠军。退伍后，他在油溪镇创办洪江
古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目前年产值5000多万

元。
2014年4月的一天，江津渔政部门人员到

油溪镇老洼沱码头实施增殖放流，并向围观群
众宣传非法捕捞行为给长江生态带来的巨大
危害，同时号召大家参与志愿护渔，保护长江
鱼类资源。

刘鸿第一个报了名。
“记得我还是娃儿时，江里的鱼真多，初夏

时节，用竹篓就能在岸边水草中舀到鱼。现
在，长江鱼越来越少了。”刘鸿说，他水性好，会
武功，又是退伍军人，不能袖手旁观。

当天下午，刘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义务巡
护。不料，这次巡护竟是那么惊心动魄。

当他驾着自家小渔船巡至麻纱桥水域时，
发现有两人正在电鱼，便追了上去。突然，对
方的船加大马力撞过来，刘鸿的小渔船剧烈摇
晃，他被甩入江中。凭借良好的水性，他抓住
对方船舷，一跃而上，迅速将其中一人制服，另
一人见状后跳水逃跑。

上岸后他总结了两条教训：一是非法捕捞
船的硬件设备都很先进，巡护船要更结实、跑

得更快，才能逮住嫌疑人；二是要有得力的团
队，至少两人协同作战，才能避免危险。

随后，刘鸿花17万元买了两台60马力的
进口发动机，用合金材料特制了一艘防撞船
体。随着非法捕捞船设备越来越先进，刘鸿发
现，自己的船还得更先进，便又花10万元买了
一台90马力的进口发动机，特制了重量仅300
公斤的快艇船体。

他4年里有近千个夜晚是在
江面度过，为护渔已累计花了近
百万元

采访过程中，刘鸿的电话突然响了。
“对，就你和我两个人去……注意不要走

漏了消息……晚上1点出发……不，不开车过
去，他们认得我们的车……对，开那艘新船，速
度快点……”

显然，当晚刘鸿和他的护渔志愿团队又有
行动。

长江江津段长127公里，江面宽700米至

1500米，巡航任务非常繁重，仅靠渔政部门的
力量远远不够。因此，江津组建了近40人的
志愿护渔队伍，刘鸿，便是其中的一个。不仅
仅是长江，他的足迹遍及全区每片天然水域。

每次巡护，刘鸿往返行程至少数十公里，
有时多达140余公里。快艇耗油量大，有时一
个月油费就要2万多元。

每次巡护，他都要进行周密部署，哪些人
同行、何时何地出发、巡护线路，都是临时通
知，避免走漏风声。

“这两年，毒鱼的少了，但电鱼的还时常
有，通常是晚上行动。”刘鸿向重庆日报记者展
示了他近期收缴的部分非法电鱼设备，“这台
发电机一经增压，可达到3万多伏，再配上这
根100米长的电线，水下至少50米深、周围10
米的鱼都会遭殃。”说到这里，他的神色有些黯
然，似乎又想起了小时在江边舀鱼苗的情形。

“他每个月至少要出去十多二十次。”经常和
刘鸿一起巡护的陈江也是个企业老板，他说，这
些年刘鸿发展了一批护渔志愿者，“我就是他一
个‘下线’的‘下线’，现在我们成了最好的搭档。”

4年来，刘鸿有近千个夜晚是在江面上度
过的。他累计花了近百万元，共抓获143名非
法捕鱼嫌疑人，协助渔政执法部门收缴非法捕
鱼船只42艘、电捕鱼工具165套、网具425副。

因为大量精力放在了护渔上，刘鸿只得让
妻子来打理企业日常事务，又高薪聘请了两名
高级管理人员，“我只负责重大问题的决策。”
刘鸿说。

恐吓、威逼、利诱……面对这
些他很坦然：“我不怕！”

渐渐地，刘鸿成了非法捕捞者的“眼中钉”。
2015年禁渔期间，刘鸿接“线人”报告，有

人在苟州坝撒网捕鱼。他立即带上一位志愿
者赶去将违法船拦下，不料偷捕者叫来十多人
将他们团团围住。混乱中，刘鸿头部被鹅卵石
砸中，顿时血流如注，但他毫不畏惧，仍死死扭
住对方，直至警察赶到。后来，这名偷捕者被
处以行政拘留并罚款。

“刘老板，你的船被人放跑了！”2017年的
一天夜里，有渔民给刘鸿打电话，说他拴在老洼
沱码头的巡河船被电鱼的人解开缆绳，漂走

了。第二天，在渔民协助下找回船后，刘鸿就买
了一套高清摄像头，安装在码头边的电线杆上。

警告、恐吓、威逼、利诱……这些年，非法捕
捞者对刘鸿“软硬兼施”，刘鸿总是“见招拆招”。

为了掌握刘鸿的行踪，几个非法捕捞者还
花钱请人到刘鸿家门口盯梢。一旦得知刘鸿
不在家，这些人就不安分了。刘鸿就白天开车
出门，释放不在家的信号，半夜则换车赶回来，
数次将非法捕鱼者抓个现行。

有一次，刘鸿孤身半夜行动时，逮到一名非
法捕鱼者。对方深知自己违法情节较严重，按
法律很有可能要坐牢，便提出给他5万元“私
了”。刘鸿断然拒绝，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

“他们知道我不缺钱，又打不过我，就只能
使阴招。”刘鸿说，家人经常担心他的人身安
全，但时间一久，见没出什么大事，又知道他

“武功高强”，便渐渐习惯并支持他了，“自古邪
不压正，我做的是正义之事，我不怕！”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刘鸿
说，护渔已成为他的工作

4年间，刘鸿带出来的志愿者也有个别因
害怕而退缩，因觉得费力不讨好而放弃，但大
多数都坚持了下来。

非法捕捞行为无非是受暴利驱使，刘鸿
想，如果这些人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也许就
不会铤而走险了。

“只要大家不非法捕鱼，都可到我公司来
上班。在禁渔期，没有收入的渔民也可以来。”
刘鸿放出话来。这些年，刘鸿的公司最多同时
接纳了20多名靠捕鱼为生的人。

此外，他还带领大家在禁渔期鱼类产卵水
域扎水草让鱼产卵，这些人中不乏曾被他抓住
的非法捕捞者。

刘鸿的行为，虽然让部分非法捕捞者恨之
入骨，但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点
赞，自愿充当他“眼线”的人，越来越多；和他一
起战斗的志愿护渔人，越来越多；江津渔政部
门不仅支持他购买了渔业船员互助保险，还为
他报销了部分护渔巡航的汽油费……

“也许是成就了我从小的‘英雄梦’吧，我
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刘鸿说，护渔已成为他
的责任，似乎这才是他的工作。

核 心 提 示
被电流击中的鱼，即使有幸逃脱捕

捞，最终也会丧失繁殖能力甚至死亡。
电捕鱼不仅会直接造成鱼种数量减

少，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严重的会破坏生
态循环，造成“死水”现象。

作为一名志愿者，刘鸿 4 年来花了
近百万元，冒着生命危险，与在长江上进
行电鱼等非法捕捞的人斗智斗勇，以致
非法捕捞者对他恨之入骨。

“自古邪不压正，我有什么好怕的？”
他说：“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保护长
江鱼，就是在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志愿者刘鸿

4年花了近百万元 冒着生命危险守护长江鱼
本报记者 周立 汤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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