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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贵州省分行——

新金融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
周晓玲

“200万元哦，没想到建行能给我们民营企业
发放这么大额的贷款。”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也能用来质押，我们的
专利派上大用场。”

…………
在一项项紧贴民生的业务中，建行正变得越

来越接地气。
面对民营、小微等市场主体融资痛点堵点，

该行依托先进的金融科技，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畅通融资渠道，为民营小微企业解难纾困，帮助
企业茁壮成长。

打破传统融资方式对抵押和担保物的依赖，
该行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大胆探索出以“批量
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
控、综合化服务”为核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并相继推出云税贷、薪金云贷、抵押快贷、孵化
云贷、减税云贷、核心企业网络供应链业务等30
余种普惠金融特色融资新产品，多渠道、全口径
满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不断增加金融产品供给的同时，该行还勇立
科技普惠金融潮头，在提升服务效率上下足功夫。

“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几分钟就贷到了100万
元，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贵州北斗空间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通过建行“惠懂你”APP成功获贷，惊
喜万分。

“惠懂你”APP是 2018年建行利用金融科技
面向小微企业推出的一站式、多触点、零距离融
资服务平台。企业凭借纳税、交易等信用数据，
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手机享受“秒贷”的极致体验。

“通过 18项专利权质押，建行给了我们 500
万元无抵押贷款额度。”2021年9月，利用知识产
权质押成功获贷，贵州威顿晶磷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蒋总眉开眼笑。

面对高新技术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痛点，
该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引入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为产业集群明显、链条
丰富的高新技术企业搭建“企业+金融+数字化平
台”，提升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解决企业全
生命周期需求，助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

面向高新技术、“专精特新”，该行率先打造
“不看砖头看专利”“不看资产看知产”的“技术
流”信用评价体系，提振科技企业发展信心。自
2021年 5月开展“科技金融”行动以来，该行已
服务贵州达沃斯、航宇科技等1344户高新技术企
业，授信 764户，授信金额 318亿元，贷款余额
78亿元。

在广大农村地区，该行发挥金融科技力
量，运用互联网思维，在全省打造 1.4万个“裕
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让周边农户“足不出
村”即可享受转账汇款、查询缴费、医保养老
等便民服务，累计服务农户 40.7 万人，成为农
民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农村新农具、农
民朋友圈”。

针对乡村产业发展痛点，该行还通过“龙头
企业+金融+合作社+农户”新金融帮扶模式，授信
104亿元，累计投放65亿元，全链条支持49户龙
头企业规模化经营，带动42.52万农户就业增收。

其中，该行先后投入13亿元信贷资金，支持
贵阳农投集团2.5万亩蔬菜保供基地、贵阳农产品
物流园以及其渔业、奶业等全产业链建设和发
展，成为该行新金融帮扶模式联结城乡、助力乡
村振兴的典范。

围绕贵州辣椒、生猪等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
业，推广“黔猪贷”“贵椒贷”等产品，让普惠金
融在广袤的乡村开出炫丽的花朵。

一串串数字，为建行勇当普惠金融“排头
兵”写下生动注脚：截至2021年年末，该行普惠
金融贷款余额突破200亿元，2021年当年新增超
55亿元，增速达到37%。

【笃行·砥砺奋进这五年】

转型发展 普惠金融接地气

今年来，仁怀酱酒集团生产车间、包装
车间、仓库基地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在建行贵州省分行“酱酒通”五年期基
酒质押贷款支持下，该企业成功盘活基酒
资产，困扰企业良久的银行贷款期限与酱
酒生产工艺不匹配的难题轻松化解，企业
转型发展底气越来越足。

“酱酒通”的推出，离不开建行贵州省
分行强大的金融科技支撑。

瞄准酱酒产业生产工艺周期长，资金
需求大，但基酒难以用于质押融资，传统金
融产品期限不能满足企业 5年生产周期需
要的融资困局，该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
势，创新“产业+金融+数字化平台”新金融
模式，以数字化基酒标准仓储为依托，打造
从原料种植、基酒酿造、评估认证、基酒仓
储、商品交易等全链条可溯源的综合服务
平台，有效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

依托酱酒综合服务平台，该行相继
推出“e 销通直连”“酱酒通”等创新性
金融产品。自 2020 年 9 月酱酒平台上线
以来已累计投放近 17 亿元资金支持酱酒
企业发展。

“酱酒平台为我们酱酒企业搭建了一
个良性‘朋友圈’，帮助我们扩大了‘酒天
地’。”仁怀酱酒集团负责人由衷点赞。

借力贵州大数据优势，建行贵州省分
行瞄准贵州社会痛点和民生难点，依托强
大的金融科技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让总行金融科技战略在
贵州结出丰硕的果实。

针对贵州煤电、烟草、旅游、农业等产业发展痛点，该行
探索创新“产业+金融+数字化平台”新模式，通过提供支付
结算、供应链融资等服务，打造旅游生态、住房生态和社区
服务等生态圈，为“数字贵州”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创建满帮集团综合服务平台，创新推出线上“货主云
贷”“货主 E贷”“司机 E贷”，依据平台交易数据实时授信，
用全流程、场景化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纾解近百万货主与
千万货车司机乃至整个行业“痛点”。

用科技力量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以“煤—电—网—
用”为核心搭建贵州省能源交易综合服务平台，为能源企
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大大简化能源企业支付流程，提高
能源企业融资获得率，通过金融科技帮助传统能源产业转
型升级。

“使用建行在贵州省能源交易综合服务平台订单支付
功能结算后，我们的支付效率快到飞起。”一家火电厂财务
人员兴奋地说。

该平台自 2021年 5月上线以来，已实现会员注册 70余
户，覆盖盘州、水城、黔西南、毕节等煤炭资源富集区域，交
易突破 7亿元，实现电煤、市场煤、煤机设备等场景全覆盖，
同时该行为盘州、水城、兴仁等区域的多家核心企业以及多
家优质火电企业提供经营周转类贷款 30余亿元，满足煤电
保供资金需求，保障重点电力项目建设运转。

在与金融科技的碰撞融合中，建行还秉承国有大行担
当，以金融科技力量赋能社会治理。

创新推出“智慧政务·黔融通”服务模式，打造“市
民身边的政务中心”；在 80多个 G端应用场景嵌入政融支
付，全辖网点引入 127项便民政务服务事项，累计为全省
318万人次提供“政务+金融”一站式服务，政务服务能级
全国排名前列。

2021年成功上线西南五省“跨省通办”区域平台和“区
域数据中心”，在网点 STM 渠道向全国建行输出 89项跨省
通办政务事项，实现政银融合新发展，多维度打造政务“跨
省通办”标杆样板。

通过建行生态账户赋能智慧社区、智慧公交、智慧交
通、智慧广电、智慧生活等多领域场景平台，实现费用缴交、
特惠购物、线上办事等便民功能，积极服务城市治理和市民
生活。

在生活领域，金融科技持续发力，造福百姓。
“用‘建行生活’新人大礼包里的优惠券，付款满 100元

减 50元，超划算！”近日，在贵阳市蔡家街徐家脆哨店面，贵
阳的张大爷在建行工作人员指导下，买了两斤脆哨，省下
50元钱，高兴得合不拢嘴。

“建行生活”APP是建行依托金融科技手段与互联网平
台模式，推出的一款面向大众百姓的生活服务 APP。一改
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建行生活”将金融服务延伸到衣食住
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续助力企业经营、激发市场活力、
惠泽百姓民生。

新金融，志所向，皆可往。抢抓新国发 2号文件历史机
遇，沿着总行三大战略，贵州建行人跳出金融做金融，大胆
闯，用力拼，用新金融实践积极拥抱人民群众期盼和诉求的
精彩故事仍在持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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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奋进，逐梦远航。
五年来，建行贵州省分行怀揣金融报国、金融为民的新金融愿景，以党建

实力筑牢发展硬支撑，在总行“普惠金融、住房租赁、金融科技”三大战略框
架下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战略，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在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中勇立潮头，留下弥足珍贵的建行足迹。

五 年 来 ， 该 行 誓 做 服 务 重 点 领 域 和 重 点 项 目 的 “ 国 家 队 ”， 倾 斜 金 融 资

源，为全省经济发展添足马力；争当践行普惠金融的“排头兵”，畅通融资渠
道，努力让“小企业、大事业”的蓝图变成现实；勇做探索住房租赁的“先行
者”，构建住房租赁生态，为人民群众住上舒适、温暖的新家不断奋斗。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该行将秉承人民至上的初
心，深入推进“普惠、科技、共享、绿色”新金融行动，为贵州高质量发展
赋能。

【【图说建行图说建行】】

截至2021年年底——

贷款余额：突破 3500
亿元

基础设施领域：贷款余

额1756亿元

制造业（含贴）：贷款余

额127亿元

绿色信贷：贷款余额

428亿元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突破200亿元

◆

◆

◆

“家居、家电样样齐全，安逸！”今年 2 月，以每月 500 元价格租到满意的公
寓，在绥阳县经济开发区工作的姚梅顿时有了家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姚梅租住的公寓正是由建行贵州省分行融资支持装修改造的“绥阳县产业工人
之家”公寓。

从“要买房，到建行”，到“要租房，到建行”，无论住房市场如何变迁，建行
助人民群众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初心从未改变。

紧紧围绕总行住房租赁战略，建行贵州省分行凭借在住房金融领域的专业优势
以及金融科技优势，瞄准住房租赁市场房源分布不均、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高新
技术人才扎根难的发展痛点，通过建行金融与非金融服务，赋能住房市场，让人民
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的美好愿望。

针对原有公租房管理系统管理难题，该行在全国首家打造“智慧公租”
管理系统，为“省、市、县、乡、村”五级公租房管理部门提供“保障资格
申请、保障资格审核、房源及配租、租金收缴、租后服务”等五大功能模
块，助力公租房管理从传统纸质办公时代迈向“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的数据化时代。

创新搭建“贵州省房地产信息系统”和“贵州省建筑业智慧管理服务信息平
台”，助力全省实现房地产和建筑业监管“统一数据标准、统一业务办理、统一监
测分析”目标，解决目前系统间数据壁垒、监管手段不多、外部数据无法共享等痛
点问题，开创政银企合作新模式。

通过“融资金+搭平台+建社区+造商圈+设基地”全生态服务方案，借助金融力
量培育贵州省规模化、规范化的住房运营管理企业。

截至目前，该行已支持省内 12家企业积极投身住房租赁领域，累计向市场提
供近 5000套租赁房源，助力企业打造槟果社区、快递小哥之家、教师之家、产业
工人之家等租赁住房新模式，助力解决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青年人才、产业工
人等群体住房问题。

其中，向跃龙集团提供公司住房租赁贷款，盘活该公司闲置公寓楼，解决物流
园区快递小哥居住问题；与中铁置业联手打造太阳谷人才公寓，满足周边学校、房
开、餐饮公司等部分员工租赁需求；与鹏昇公司联手打造“产业工人之家”，产业
工人在厂里就能租住到价格合理的公寓，省下一笔交通费。

【薪火·金融为民显温情】

住有所居 住房租赁暖民心

建行贵州省分行发放绿色贷款 15亿元，支持建设北盘江流域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助力打造可再生能源基地。

建行贵州省分行贷款支持的贵州云上鲲鹏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线。

（本版图片由建行贵州省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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