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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工行

以高质量金融当好经济稳进提质“助推手”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取得新的重大
成就。十年间，
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秉
承“国家所需、金融所能、工行所长”的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
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主题，强化责任担
当，突出主责主业，成为全市首家信贷
规模突破 2900 亿元大关的商业银行，
并获评青岛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
进一
步开创了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新局面。

坚守本源
做服务实体经济的“压舱石”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经济
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
融活则经济活，青岛工行聚焦“国之大
者”，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持续加
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以城市更新和城
市建设、24 条重点产业链和 66 家新一代
“青岛金花”培育企业等为青岛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源，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信
贷投放力度，今年以来累计投向实体经
济贷款超过 900 亿元，在青岛市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信贷业务竞赛考
核中位居第一。
靠前发力，以综合化金融服务助力
城市更新建设。青岛工行围绕《青岛市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
案》工作要求，发挥融资和融智优势，深
入走访政府和企业，实现了 7 个市辖、3
个县级市和 10 余家市级、区级重点平台
公司宣讲和对接全覆盖。其中，为崂山
区张村河项目提供城市更新贷款 40 亿
元，不仅是全市国有商业银行中的首笔
城市更新贷款，也是迄今为止单笔金额
最大的一笔城市更新贷款。
持续发力，打好支持“重点项目”组
合 拳 。 青 岛 工 行 聚 焦“ 经 略 海 洋 ”和
RCEP 等国家重点战略，先后与青岛市
海洋局、工信局、商务局、人社局等单位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聚焦金融服务“项
目落地年”这一主线，按照青岛市“大抓
项目、抓大项目”的导向，去年以来对接
重点项目近 500 个，对接融资合作金额
近 700 亿元，助力青岛市重点项目落地。

实干笃行
做服务制造业发展的
“主力军”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
也是青岛的立市
之基、
强市之本。青岛工行聚焦制造强国
战略，
始终将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全力服务
“工赋青岛·制造强市”
城市品牌
建设，着力加大信贷资源配置，在积极支
持青岛市重点制造业企业发展基础上，
充
分发挥源头思维，
全力服务青岛市重点制
造业项目。今年以来，深入开展青岛市
416 个重点项目走访服务，
开通审批
“绿色
通道”
，
提升贷款审批质效，
对重大制造业
项目开展精准支持，落地一批数字经济、
高端装备制造等优质项目。
政策倾斜，
全力保障重点领域融资需
求。为应对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青岛
工行建立疫情防控贷款审批绿色通道，
全
力保障特殊时期金融服务，
仅用一天时间

青岛分行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供电公司、国网汇通金财（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行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乡村振兴“电力+金融”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共建“电力+金融”
（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揭牌仪式。

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行长蔡谦走访上市企业青岛
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某建筑央企成功发放 3 亿元应急贷款；
一天内为莱西市某重点食品企业新增 1亿
元授信额度，
以高效信贷服务支持民生物
资供应企业和防疫抗疫企业生产运营，
以
实际行动展现
“工行速度”
。
靶向发力，助力开创“青岛智造”新
格局。青岛工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制
造强国战略部署，立足打造“工赋青岛·
智造强市”城市品牌的总体部署，扎实推
进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三年行动，对制造
业 企 业 精 准 实 施 专 项 规 模 保 障 和 FTP
优惠，持续加大对智能制造、工业互联
网、
“新金花”
“专精特新”、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
近两年制造业贷款余额实现“翻番”，贷
款增量、增速均位于同业银行首位。

惠企纾困
做
“大银行服务小企业”
的典范
纾困市场主体，金融的支持不可或
缺。青岛工行坚持
“持续降、
主动免、
全面
纾”
，
把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
贵”
问题，
作为普惠金融的突破点，
为产业
链中小微企业提供无中介、
全线上的一站
式金融服务，依托数字供应链业务开展
“补链强链”
行动，
实现
“量增、
价降、
面扩、
质提”
“
，真金白银”
惠企纾困，
为实体经济
发展及时输送
“金融动能”
。
减费让利，金融“活水”助企纾困解
难。近年来，青岛工行累计为 1.5 万户普
惠客户发放贷款近 700 亿元。坚持
“持续
降、主动免、全面纾”，为产业链中小微企
业提供无中介、全线上的一站式金融服
务，
依托数字供应链业务开展
“补链强链”
行动，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满意度。
疫情发生后，
充分运用
“数字普惠+”
模式，
为小微企业精准画像、有效增信、主动授

莱西支行营业部人员指导客户使用智能设备。

信，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精准实施临时性
延期还本付息，
惠及全市小微企业近 1500
户，真金白银让利实体经济，以实际行动
展现了
“工行速度”
和
“工行温度”
。
城乡联动，致力打造“普惠金融服务
标杆行”。创新开发符合青岛小微企业
经营特色的“医保贷”
“专利贷”
“农担贷”
“政银保”
“ 睫毛贷”等普惠产品，创新科
创成长 e 贷，为 1.6 万户科创小微企业提
供专属线上融资服务，近四年普惠贷款
年均增速 228%，普惠客户数增长 10 倍，
连续四年被评为青岛银行业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先进单位；紧跟青岛市建设“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的步伐，充分发挥
工行与国网线上线下一体化和数字化的
全方位渠道优势，共健全 225 家“电力+
金融”乡村普惠金融服务点，构建起乡村
振兴精准触达服务体系，在青岛市金融
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结果通报中
荣获优秀等次。

科技赋能
做服务业新发展格局的
“领头雁”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科技赋能金融业的成果不断展现。
青岛工行以“科技驱动、价值创造”为指
引，围绕总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建
设数字工行”的部署，发挥数字生态建设
主力军作用，加快推动经营模式和治理
模式的数字化变革，为服务新发展格局
和建设“数字工行”贡献力量。
勇立潮头，金融创新结累累硕果。
青岛工行依托工商银行集团综合服务优
势，积极争当金融创新头雁，创造了一项
又一项的“首家”，不断谱写卓越金融服
务新篇章。近两年成功发行青岛市国企

首单以本土物业作为底层资产的 CMBS
项目；成功办理全市首单市场化债转股业
务、全市首单涉农牧行业民营企业债转股
业务以及全省首单联合直投债转股业务，
落地总规模达 20 亿元的私募股权债转股
基金；成为全市首家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
证 CRMW 的金融机构；创新开展国企基
础设施公募 REITs 发行试点工作；累计承
销地方政府债 124 亿元，在国有银行中领
先优势明显；投放并购贷款 70 亿元，实现
对青岛市各类重大并购融资项目的全覆
盖，投放额居同业首位。连续两年作为跨
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官方金融合作伙
伴，向全球 476 家跨国公司亮出工行名片。
守 正 创 新 ，打 造“ 金 融 + 科 技 ”新 格
局。青岛工行紧跟青岛市 13 条产业链布
局，创新运用知识产权融资、投贷联动、科
创基金等多种方式，积极服务青岛“科创
领军城市”建设。与市科技局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设立了 5 家新市场
特色支行，聚焦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专
精特新”企业等高技术客群，着力解决科
创型企业金融服务难题，支持科创企业贷
款 超 百 亿 元 ，科 创 贷 款 惠 及 企 业 400 余
户。首创北方地区银行无纸化开户服务
模式，实现了“企业注册开办、预约银行开
户、税费缴纳签约”的“一网通办”和金融
产品的“一站办齐”，开户时长缩短 30%，
助力青岛市优化营商环境。
“中流击水，奋楫者先”。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青岛工行将继续坚持金融工作
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聚焦金融工作“三大任务”，持
续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供给与服务，争
做金融服务青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建设的“主力军”，维系好地方
经济的一池活水，以“第一信贷银行”的务
实举措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