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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西部首家

开业的民营银行，重

庆富民银行在成立之

初就肩负起“扶微助

创，富民兴邦”的历史

使命。富民银行致力

于打造多重赋能的数

字化生态银行。紧密

围绕“金融科技、产融

协同”两大核心动能，

以科技提升金融服务

质量，以金融促进现

代产业发展，全力提

升 金 融 支 持 实 体 经

济、服务民营企业和

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

效率，助推普惠金融

建设朝着更加优质、

高效、规模化的方向

发展。

具有与民企同舟共济的天然基因

重庆富民银行由瀚华金控、宗申集团、福安
药业、渝江压铸、海特环保、陶然居、博恩科技7
家重庆优秀民营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注册资本金
30亿元，于2016年8月26日开业。

作为中西部首家由民营企业出资设立的商
业银行，富民银行一直不忘初心，坚守“扶微助
创、富民兴邦”的历史使命，致力于打造多重赋
能的数字化生态银行。“扶微”就是扶持小微企
业、扶持“三农”发展、扶持弱势群体，“助创”就
是帮助创新创业者，助力新兴产业。我们希望
用新的理念和新的科技，去重新想象中国普惠
金融的业务模式，重新构建普惠金融的生态体
系，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资源和智慧来支持民
营小微企业。

富民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改革创新的试验
田之一，一方面持续发力拥抱金融科技，聚焦民
营小微企业融资难，深耕服务民营经济；另一方
面，充分发挥“新银行、新体制”的优势，努力实现
自身的改革创新发展。在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
展的领域上不断拓宽，精细化程度不断加深，逐
步形成同舟共济、携手共赢、相互赋能的新型银
企关系。

富民银行成立2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监管机
构的关心指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全体股东的支持
和帮助下，富民银行发扬创业精神，有效达成了
服务民营小微经济的预期目标。服务民营小微
企业的基础能力初步构建完成，产品和服务体系
初步成型。

推出无还本续贷方式为民企减负

重庆富民银行根据小微和民营企业资产特
征，聚焦投、产、销等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关键环
节，建立起特色化金融产品服务矩阵。

针对有抵押物或者担保的传统小微企业，该
行根据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应收账款大小、
收入周期等特点，结合资金需求的分析预测，审
批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综合运用到期还本、无还
本续贷等方式减轻了小微企业财务负担。

重庆龙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为小型企业，注
册资本1000万元。通过前期调查走访，该行了
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年末遭遇回款不及预期，需
要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但其上游客户主要为大
中型国产汽车主机厂，应收账款质量良好。该行
于今年初向这家企业发放了流动资金贷款，有效
缓解了这家小微企业的燃眉之急。

对于轻资产、注重创新、有专利技术的科创
企业，富民银行将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及经营发展
需要，质押其所持有知识产权作为担保或以知识
产权质押加房产抵押、股权质押、保证金质押等
组合担保方式，向企业发放一定金额的贷款。

重庆微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三板挂牌
上市高科技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专利证书53
件（发明专利6件）、著作权证书70项。当该行
得知其存在经营性流动资金不足的难题后，以
知识产权质押“富创贷”产品为切入口，由专业
评估机构对微标6项核心专利权进行价值评
估，辅以应收账款评估、股价市值的测算，最终
给予其一定额度的授信，帮助企业渡过了短期
资金需求难关。

在金融科技浪潮的引领下，富民银行实施智
能化驱动产品创新策略，整合金融科技资源，推
出了一系列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主要包
括：服务广大诚信纳税、依法开票的优质小微企
业的“财税贷”，该产品依托科技手段，根据小微
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主动授信，累计发放贷款
12.28亿元，服务5936户客户；支持双创客户推
出的“助业贷”，累计发放贷款39..26亿元，服务
客户数4990户；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小额银行
承兑汇票极速贴现产品，累计直贴 135.78 亿
元。其中，民营企业直贴 130.17 亿元，占比
95.86%；

富民银行紧扣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痛点，打

造金融科技驱动平台，初步搭建起了辐射个体工
商户到民营企业家的特色产品矩阵框架，在服务
民营小微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统计数
据显示，富民银行开业至2018年10月末，累计
发放民营企业贷款249.46亿元，占全部发放贷
款金额的85.24%，服务客户数1.47万户。

加码金融科技服务民营小微经济

下一步，重庆富民银行将强化为小微企业服
务的使命感，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构建数字化和
标准化为核心的科技金融能力，努力打造数字普
惠金融的样本。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运用，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和风控手段，降
低服务成本和服务价格，让民营小微企业得到实
惠。加大对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尤其是要不断
完善金融科技在信用识别管理中的运用，更精
准、高效地满足中小微民营企业客户的信贷需
求，优先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问题。

围绕打造多重赋能型数字化生态银行的战
略目标，该行金融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了一
定成效。团队建设方面，该行积极推进科技人
才队伍的引进与培养，形成了具有富民特色的
人才梯队和组织架构。目前，该行75%以上的
人是科技人员，来自传统银行的人才占比相对
较少。科技研发方面，已完成金融IC卡系统、
电票系统、企业网银、超级网银等10余套新建
系统开发；完成了信贷系统、核心系统、支付系
统等多套存量系统优化。业务拓展方面，该行
互联网开放平台已对外进行推广，目前已有多
家金融机构、技术服务商、平台型企业等接入该
行互联网开放平台。多个运用金融科技技术，
针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正在研发酝酿推
出，包括依靠电商交易数据对电商供应链企业
进行金融服务的电商贷；依托支付数据对小微
企业授信的贷款产品等。

未来，重庆富民银行将依赖多重赋能数字化
生态银行战略的走深走实，通过数字化产品不断
推陈出新，不断触达民营企业和场景，加大对民
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持续提升民营小微企业
的融资获得感，提升服务效率，推动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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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富民银行大楼外景

乡村振兴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
持久战。

垫江县高安镇牢牢抓住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这一契机，围绕全国特色小镇建
设，紧扣“清水青山·宜居高安”这一总体
目标，坚持以产业融合发展为突破口，以
每年实施20项重点工作为具体抓手，大
力推进“党建创优、产业融合、环境整治、
文化升级、民生提档”五大工程，向着“党
建示范镇、产业融合镇、山水园林镇、生态
宜居镇、文化特色镇”逐步靠拢。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今天的高安
镇通过特色发展为乡村振兴开辟出新路
子，在新时代谱写出高质量发展的篇章。

特色发展站位高
打造全国特色小镇，居住品质再升级

全国特色小镇怎么建？山清水秀的
美丽之地如何打造而成？

高安镇高屋建瓴首先从布局规划着
手，确立起“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和谐宜
居的美丽环境、彰显特色的传统文化、便
捷完善的设施服务、充满活力的体制机
制”工作要求，科学编制城乡规划，深入推
进城镇总规、控规、土规、专规等多规合
一，加快实现了镇域村规划全覆盖。

同时在完善场镇功能分区中，合理布
局了商贸、餐饮、家居、粮油等街区，并专
门聘请重庆大学规划设计院专家团队对
场镇进行设计。

有了完善的布局规划还需要完善的
基础设施配套。

今年以来，高安镇继续完善市政基础
工程，新（改）建二三级污水管网和次支管
网15公里，新建公厕2座，新增垃圾投放
点15个。在交通体系建设方面，该镇完成
了园区骨干道路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
补偿等准备工作。同时该镇还实施了城镇
亮化、绿化工程，升级改造场镇路灯848
套，加快推进河兴公园、清水公园建设，推
动了高安镇“颜值”和“气质”双提升。

目前高安镇还通过居民自治管理环
境，强化市政队伍建设管理，集中取缔

“亭、棚、伞”专项行动等开展场镇综合整
治，让场镇有“面子”更有“里子”。

特色发展想得深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撑起最美保护伞

绿色，是乡村的底色；蓝天白云，是乡
村的符号。

对于高安镇来说，特色发展要站在高
处同时也要想到深处，要以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为导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为
场镇发展撑起最美的保护伞。

今年来该镇深入推进水环境整治，全
面落实“河长制”，对7条支小河流就巡查
了400余人次。此外该镇还对关闭的养
殖场不定期开展回头看，防止死灰复燃，
并狠抓水污染防治工作。以环保督查为
契机，高安镇进一步加大工业、农业、生活
面源污染治理力度。不仅全面监管企业
预处理、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流
程，还严格畜禽养殖场建设审批，严格控
制农药化肥使用，全面取缔水库投饵施肥
养鱼工作。

特别是深入开展“康养垫江·清洁家
园”“康养垫江·绿色田园”“康养垫江·清洁
水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行动以来，大
力推动了居民房前屋后、公路沿线等重点
区域长效保洁，村容村貌大大改善。

如今高安镇已创建“整洁庭院”100
户，庭院绿化率达47%以上，建筑工地扬
尘、道路、农村农田、沟渠等区域垃圾明显
减少，老百姓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此外高安镇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大
力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
保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场镇发展筑
牢了生态保护屏障。

特色发展干得实
统筹协调振兴乡村，奋力走向“特而强”

特色小镇不仅仅是一张名片，更重要
的是提升竞争力，让生活在这特色小镇的
老百姓能收获更多幸福感。培育未来发
展的新动能，让产业、环境、文化、政务等
方面形成完整的生态圈，进一步强化生活
功能配套，以人为本的高安镇正在统筹协
调振兴乡村，干到实处，让小镇既有特色
又做够强大。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高
安镇以田园综合体建设为载体，在东桥
村试点乡村振兴，推进河兴村“美丽乡

村”建设，引导发展集农民新村、特色效
益农业产业、民宿体验、星级农家乐于
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产业带。同时还
培育出家庭农场1个，打造出星级农家
乐1家，不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东桥村试点的成功点燃了高安镇乡
村振兴的信心和决心。

据了解，目前高安镇将围绕农、文、旅
结合特征，将高安镇打造成彰显宝鼎山、
龙溪河山水自然风光的特色小镇，同时深
入推进多规合一，进一步完善场镇功能分
区，并加大特色小镇重点项目实施和用地
需求保障，重点推动顺河古街综合整治、
龙溪河综合整治、园区招商引资、田园综
合体农旅产业项目等工作。

清水青山宜居高安

垫江县高安镇以特色发展为乡村振兴辟出新路
打出“工农旅”产业发展组合拳
老百姓的“钱袋子”更鼓了

产业兴旺则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根本路径。于
高安镇而言，要实现产业兴旺，就要把产业发展落到
促进农民增收上来，最终才能实现农村的繁荣。

有这样一组数据诠释了高安镇产业发展的兴
旺势头。

目前，全镇已有规上企业12家，实现总产值
约3.1亿元，建筑业总产值约9亿元，农业总产值
约4.4亿元……

特别是落户在这里的企业，它们的发展也撑
起了镇域经济的“半边天”。

在清水湾的种鹅繁育基地有数万只种鹅，吃的
是自种绿色饲草，喝的是山崖矿泉，游的是潺潺溪
水，住的是标准鹅舍。因此“鹅产业”在这里得到了
大发展。由重庆清水湾良种鹅业有限公司打造的
清水湾鹅莱福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茶香鹅、
山椒鹅、老干妈风味鹅、鹅汤等产品已畅销全国。

又如重庆欣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高安镇建
成200亩大棚基地，共176个大棚，主要种植生产
油用牡丹、蔬菜、瓜果，产品销售重庆及周边蔬菜
批发市场，同时还帮助100多名高安镇人解决了
就业问题。

产业兴旺的背后，是高安镇促进镇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组合拳思维。

近年来高安镇走起了“工业+农业+旅游业”
协同发展之路，一方面聚焦农副产品和机械加工
两大产业方向，激发了园区平台活力，其中高安面
业公司成功创建县级龙头企业。另一方面通过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完善生产生活便道、机耕道、排
水沟等基础设施，发展绿色蔬菜基地3000亩、优
质稻生产基地3000亩、中药材基地2000亩、花椒
基地2000亩、水产养殖基地2000亩。

值得一的是，高安镇还以顺河古街综合整治
为依托，打造耕读文化旅游街区，依托宝鼎山、龙
溪河等旅游资源，沿凤凰、金桥、东桥、河兴等村打
造“高安一日游”休闲观光线。同时该镇不断挖掘
商贸潜力，携手重庆方巨科技集团共同打造智慧
城镇，加强了农业电商实践运用，推动农业发展走
向实现“互联网+”。

下一步，高安镇还将引导发展油牡丹、设施蔬
菜、垫江晚柚等特色效益农业产业，鼓励支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打造星级农家乐、渔
家乐，致力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致力于让老百姓
的“钱袋子”比以前更鼓。

重庆清水湾良种鹅业有限公司

垫江高安镇 摄影/徐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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