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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汇金融”
为民为企促便利

“为扩大外汇政策受众
面，高效率为民为企促便利，
我们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开展
了‘普汇金融’工作。”外汇局
济宁市中心支局外汇管理科
副科长彭英说，济宁市中心支
局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手段
宣传外汇便利化措施，提示外
汇风险。一是传媒看汇，在齐
鲁晚报《今日运河》开设“汇力
惠企”专栏，并在齐鲁壹点同
步开设专栏，定期发布外汇知
识，传导便利化措施。二是创
办“知汇e家”，利用新媒体工
具，通过电子杂志、外汇知识
在线有奖竞答等方式，及时传
导外汇新政，宣传外汇知识。
三是开设外汇讲堂，联动银
行、企业组成外汇专家团队进
行巡回讲解，搭建政银企交流
合作平台。

截至2019年10月末，外汇
局济宁市中心支局累计于本

报刊载专栏9期；利用新媒体
编撰电子杂志3期，组织在线
有奖竞答1次，召开“外汇沙
龙”2次，直接受众达500人
(次)、60家企业(次)；分赴嘉
祥等4个县市，举办外汇讲堂4
次，外汇业务培训班6期，参会
受益企业近200家。

“精准施汇”
为企解忧防风险

“为切实解决企业实际需
求，高质量为企解忧防风险，
我们坚持‘一企一策’个性化
服务原则，开展‘精准施汇’工
作。”外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国际收支科科长张元振说，一
是事前“为企优汇”，坚持“一
企一策、一事一议”，为有业务
需求的企业提供先期评估、政
策辅导和跟踪服务；二是事中

“特汇专递”，根据特定行业、
特殊群体的用汇需求提供特
色服务；三是事后“汇眼识
企”，依托外汇局线上系统及
时监测，发现趋势性和苗头性

问题，锁定异常企业或主体，
提前介入，柔性管理。

截至2019年10月末，通过
“精准施汇”服务，外汇局济宁
市中心支局联动银行走访企
业数量达613家，为辖内企业
解决问题530条；成功举办外
汇支持新旧动能转换洽谈推
介会，促成全市22家商业银行
与44家涉外企业达成合作意
向并进行现场签约，成功运作
项目26个，涉及金额2 . 8亿美
元；陆续开展“走进兖矿”“走
进迪尔”等专题活动五期，对
企业跨境资金池运用、境外承
包工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等方面提供全流程跟踪服
务，打通了业务及政策中存在
的诸多堵点、痛点；先后对17
家企业开展面对政策辅导，规
范其收汇和贸易信贷报告行
为，避免企业降级风险。

“智汇济宁”
营造便利营商环境

为配合地方政府高标准

营造自由便利的营商环境，外
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积极开
展“智汇济宁”工作，从争取地
方政府资源支持、上级局政策
支持、积极开展外汇政策研究
三个方面下功夫，掌握和疏通
全市对外贸易和投融资中的
梗阻。李玉祥具体介绍，一是
会同商务等涉外部门，以稳外
资兴外贸为着眼点和发力点，
建立长效联合工作机制；二是
推进外汇新政第一时间在辖
内落地，让辖内企业和银行享
受便利化试点政策；三是紧扣

“促便利、防风险”主题，积极
开展跨境资金集中管理等前
沿外汇政策研究。

截至2019年10月末，通过
开展“智汇济宁”服务，外汇局
济宁市中心支局会同商务、海
关、税务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宣
导会1次，100多家企业参会；
与济宁商务局开展“智汇济
宁”联席会议7次、服务贸易数
据交换会1次；与济宁市公安
局举行地下钱庄线索联席会
议1次，理顺合作机制，共同维

护良好外汇秩序；推进辖区3
家银行和小松(山东)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入选山东省首批
试点银行和企业名录，实施更
加便利的措施；探索跨国公司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实
现路径，从政策层面确定对接
点和突破口，走访如意科技、
太阳纸业等跨国公司征集需
求和建议，完成《跨境资金集
中运营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研
究》。

“汇力惠企”活动开展以
来，外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统
筹推进“三项服务”，外汇认知
度、认可度明显提升，贸易投
融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目前，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企
业办理贸易收支结算手续大
幅简化，时间缩短近三分之
一，降低财务成本2%，随着试
点推开，将会有更多企业受
益；跨境资金池顺利完成升级
扩容，截至2019年10月末，辖
内境内外成员企业增加至36
家、集中外债额度增加至人民
币2473 . 88亿元、集中对外放
款额度增加至177 . 39亿元人
民币；汇兑风险大幅降低，全
市30家样本企业跟踪监测显
示，前10个月合计产生汇兑损
失500万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20%。

三三项项外外汇汇服服务务助助力力实实体体经经济济发发展展
外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汇力惠企”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今年4月以来，外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不断探索创
新，通过制定《济宁市中心支局“汇力惠企”主题活动实施方案》，统筹开展并稳步推进“汇力惠企”活
动，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出发，着力优化涉外营商环境，增强外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我们将活动周期定为三年，制定了‘普汇金融’‘精准施汇’‘智汇济宁’三个服务模块，目前各
项活动已全部启动，进展顺利。”外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副局长李玉祥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郭廷坦 范雯舒

讲讲述述英英雄雄故故事事，，弘弘扬扬奉奉献献精精神神
济宁建行举办张富清先进事迹情景报告会

本报济宁11月19日讯
(记者 张夫稳 贾凌煜)
17日上午，建行济宁分行三
楼大会议室座无虚席，“致敬
党的好战士——— 张富清同志
先进事迹情景报告会”在这
里举行。来自建行山东省分
行、济宁分行、济宁军分区党
员职工代表和部分官兵共
300余人聆听了报告会。

95岁的张富清同志是建
设银行湖北恩施来凤支行原
副行长，离休干部。在解放战
争中，他英勇善战、舍生忘
死，立下赫赫战功，被授予

“战斗英雄”称号和“人民功
臣”奖章。在和平建设年代，
他深藏功名60余载，几十年

如一日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一辈子不改初心，保持本色，
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时代楷模”等称号，
获得“共和国勋章”。

建设银行总行党委也授
予张富清同志“中国建设银
行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建设
银行功勋员工”称号，并在全
行深入组织开展向张富清同
志学习的活动。在此次报告
会上，建行宣讲团员工以“情
景式”的展示方法，运用朗
诵、评论、视频、影视同期声
等多种形式，真实再现张富
清同志朴实纯粹、淡泊名利
的精彩人生和对初心的赤
诚、对使命的执着。宣讲共分

为“谦和老人”“战火硝烟”
“来凤公仆”“建行岁月”“英
雄无悔”五个篇章进行，全方
位展现了张富清同志忠诚担
当、矢志奋斗、不计得失、居
功不傲、淡薄名利的精神。立
体化呈现了张富清同志深藏
功名六十载、不改初心守本
色的感人事迹。

建行济宁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袁雪峰说，张富清同
志先进事迹感人至深、催人
奋进，报告会既是一堂特殊
党课，也是一次思想洗礼。

“济宁分行将持续在全辖加
大先进事迹宣传力度，努力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
效，在全行迅速掀起‘学英

雄、提境界、比贡献、促发
展’热潮，坚持党建引领，求
真务实，攻坚克难，努力开创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争当济
宁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主力
军。”

建行山东省分行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情景报告会现场。

外汇专题讲座走进金乡

外外贸贸企企业业老老板板集集中中学学习习““充充电电””
本报济宁11月19日讯(记者

张夫稳) 19日上午，金乡县人民
政府、外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招
商银行济宁分行联合举办了以

“服务贸易 共赢未来”为主题的
外汇助力乡村振兴政策宣导会，
帮助农产品外贸企业更好了解最
新外汇政策、研判汇率走势、提升
企业抵御外汇波动的风险能力。

此次外汇专题讲座是主办方
支持实体经济的系列活动之一，金
乡县近百家外贸企业负责人应邀
参加了宣导会。宣导会上，外汇局
济宁市中心支局有关专家解读了
最新的外汇政策，招商银行济南分
行交易银行部的专家分析了近年
来的汇率走势，详细介绍了该行国
际结算及汇率避险产品，共同探讨
了银企合作的新理念、新方法。

金乡县是全国著名的大蒜之
乡，大蒜种植面积、产量、品质、出

口量均居全国前列，产品出口160
多个国家，国际收支业务笔数和
金额占济宁全市的10%以上。针对
金乡小微企业数量众多、业务单
笔金额较小，企业人员流动性大
等特点，外汇局济宁市中心支局
在服务涉外企业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如为稳外资兴外贸，支局汇同
商务、税务等涉外部门，建立了长
效联合工作机制，合力、高效为涉

外企业服务；为了解掌握特色行
业发展新形势、新特点，建立了跨
境资金流动跟踪监测点，为企业
提供特色服务；结合金乡实际情
况，开展“汇力惠企”专题活动，举
办了精准施策座谈会，对企业贸
易信贷报告业务操作进行了重点
指导，对10余家重点企业现场走
访，“一企一策”解决企业业务瓶
颈。

本报济宁11月19日
讯 (记者 贾凌煜 通
讯员 刘钦同) 18日，
汶上县供电公司组织
1 2个基层供电所人员
对配网线路进行巡视，
排查安全隐患，多措并
举应对今冬第一个寒
潮，全力保障电网设备
可靠运行。

受强冷空气影响，
汶上地区迎来了大风
降温天气，最低气温达
到零下4摄氏度，对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不
少考验。对此，汶上县
供电公司加强电网安
全风险分析和负荷预
测，密切关注电网负荷
变化情况，及时掌握用
电信息，合理安排运行

方式。同时密切关注气
象条件，随时掌握天气
变化对电网安全运行带
来的影响，结合实际制
定了防范措施，组织运
维人员，全面检查维护
输、变、配等电网设备，
确保各项防寒、防冻、防
风措施有效落实。此外
增加对重点区域电网设
备的巡视频次，加强设
备动态监视，及时查找
并消除因突然降温而引
发的各类设备缺陷。该
公司还加强应急管理，
严格执行值班和抢修
制度，保持通讯设备24
小时畅通，备好抢修物
资和车辆，确保第一时
间妥善应对各类突发
电力事故。

汶上供电公司

巡视电网应对寒潮保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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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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