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您在投资理财方面遇到
难题，与相关金融机构产生纠纷，
或者遭遇理财骗局等闹心事，均可
拨打早报热线电话 82888000投
诉，早报记者将尽力帮您协调解决
难题。您也可来电讲述理财故事，
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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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遇难题
速拨热线828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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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申请指南看这里
支持对象为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和货车司机、中小微物流仓储配送企业

金融口碑评选公众投票完美收官
第十二届青岛金融行业最佳口碑评选活动获奖榜单下月揭晓

财富资讯财富资讯

口碑评选牵动百姓心。自2022
年12月23日至2023年3月15日，历
时近三个月，超 200 余万票，青岛早
报·第十二届青岛金融行业最佳口碑
评选活动投票环节告一段落。

早报遵循“公平、公开、公正”以及
“高标准、高规格”的原则，将统计评选
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岛城第
一”“最具影响力”“最佳理财”“最具创
新”“最佳服务”五大榜单及“服务明
星”以及“金牌理财师”两大个人荣誉
榜单。预计在4月下旬举办口碑评选
颁奖仪式，将这份沉甸甸的获奖名单
荣耀揭榜。

获得满满点赞的评选

截至3月15日，第十二届青岛金
融行业最佳口碑评选活动投票圆满结
束。回望投票环节，留下了许多难忘
的时刻。累积投票数超 200 余万，累
积访问人数达 500 余万次。从参选
机构数量来说，200 余家岛城金融机
构参与早报第十二届青岛金融行业
最佳口碑评选当中，涵盖了岛城金融
市场上众多机构，满足了广大市民的
投票选择。

寻找出优秀的金融机构，呈现金
融从业人员的优质服务等，一直是早
报金融口碑评选的初衷。自启动之日
起，早报青岛金融行业口碑评选从企
业品牌、企业声誉、顾客满意度三个方

面对广受消费者关注的消费品牌进行
评估，着力打造消费者立场的金融企
业评选品牌。每一届金融口碑评选活
动，早报都会针对广大投资者踊跃点
赞的优秀机构或个人同步进行综合性
的考察。

整个评选过程中，诸多市民向口
碑评选热线0532—82888000致电，表
示非常关注口碑榜活动，为金融行业
长期发展带来正能量；有私募“点赞”
口碑评选，称评选越发全面、细致，优
秀的候选名单很有代表性；也有多家
岛城上市公司发来好评，表示口碑活
动展现青岛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
有广度的“金融力量”。参与评选的部
分金融机构也吐露心声，“希望每一次
的评选，都能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东
西，能给大家的投资理财提供更专业
的服务。”

搭设桥梁传递心声

“我母亲的高龄补贴余额对不上，
想到农业银行网点打印账户资金流水
明细表，平时老人家腿脚不便难以出
门，现在还在住院，真不知如何是好。”
日前，家住敦化路的张女士向口碑热
线讲述了自己遇到的问题。随后，记
者把张女士母亲的情况反馈给农业银
行工作人员。不久，记者就接到了张
女士的感谢电话：“谢谢你们，问题解
决了。”原来，农业银行接到反馈后，第

一时间为张女士母亲解决了问题。
凭借着优质的专业服务，中泰证券

获得了市民路先生的点赞投票。路先
生通过口碑热线告诉记者，中泰证券拥
有高素质的投资顾问、经纪人，热诚的
客户服务，快速的投诉反馈，他们对市场
深刻的洞察分析，为投资者打造证券咨
询、股权投资、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等一
体化服务模式。路先生参与过多届早报
口碑评选活动，他说道：“金融口碑榜确
实是传递百姓心声的高效平台。”

本届金融口碑评选活动投票期间，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浦发银行、光大
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等多家银行的
服务均获得市民投票点赞。此外，中国
人寿、平安人保、太平人寿、泰康人寿、国
元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保险、证券机构
收获的好评也不少。不少市民的关注点
集中在大病理赔、车险理赔服务效率高、
工作人员服务水平专业等多个方面。

口碑服务没有终点

虽然投票环节已经结束，但是口碑
服务不会停止。早报本着“公平、公开、
公正”以及“高标准、高规格”的原则，针
对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评选出

“岛城第一”“最具影响力”“最佳理财”
“最具创新”“最佳服务”五大榜单及“服
务明星”以及“金牌理财师”两大个人荣
誉榜单。届时会在 4 月下旬举行口碑

评选颁奖仪式上，将这份沉甸甸的获奖
名单揭榜。

如果您遇上理财烦心事、金融闹心
事，或有想要重点表扬的理财师、金融机
构，都可以继续联系早报。除所获投票
数外，这些也是作为评选奖项依据之一。

即日起，市民仍可拨打热线电话
0532—82888000、邮寄信件（收信地址：
崂山区株洲路 190 号青岛早报收）或者
发送邮箱qdmoney@163.com（邮件标题
为“第十二届金融口碑”）方式联系早
报。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交通物流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动脉”，也是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的重要基础。去年 5 月份，中国人
民银行和交通运输部创设了交通物流
专项再贷款，全国总额度为 1000 亿
元。为更好发挥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
引导作用，近日，人民银行将专项再贷
款政策延期并进行优化完善。对于业
界关心的若干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青
岛市中心支行对政策进行相关解读，
使岛城从业者能更好地熟悉政策、掌
握政策、用好政策。

问：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额度、利
率和政策期限？

答：专项再贷款额度为 1000 亿
元，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
的利率为1.75%，期限1年，可展期一
年，展期利率不变。政策实施期限延
续执行至2023年6月底。

问：专项再贷款支持的金融机构
范围？

答：专项再贷款发放对象包括 7
家金融机构：分别为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

问：专项再贷款支持哪些交通物
流企业和个人？

答：专项再贷款具体支持领域为
交通运输部确定的“两企”“两个”群
体。其中，“两企”群体指道路货物运
输企业、中小微物流仓储配送企业，

“两个”群体指道路货物运输个体工商
户、个体货车司机。

问：“两企”群体获得政策支持应

具备哪些条件？
答：（一）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应当具

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且许可证经营范围包含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专
用运输、道路大型物件运输和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含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之
一，需提供近三年货运车辆数及车辆号
牌清单，无需提供车辆《行驶证》。（二）道
路货物运输站（场）应当具有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
者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布的备案名单
中。（三）“司机之家”运营单位应当在交
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公布的验收合格

“司机之家”项目名单中。（四）中小微快
递企业应当具有邮政快递管理部门核发
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五）中小微
仓储配送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
物流、仓储、配送等相关业务之一；财务
报表中仓储、配送等物流业务收入之和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应当超过50%；仓
储企业还应具有仓库使用证明文件，如
仓库产权证明或仓库租赁、仓储管理、仓
储服务等合同。

提醒：“两企”相关小微企业主经营
性贷款申请条件参照对应企业执行。

问：“两个”群体获得政策支持应具
备哪些条件？

答：使用普通货运车辆、大型物件运
输车辆及集装箱、冷藏保鲜设备、罐式容
器等专用车辆的，应当具有货运车辆《行
驶证》，无需提供货车《道路运输证》《车
辆购置合同》以及司机《驾驶证》《从业资
格证》。

提醒：上述情况，道路货物运输个体

工商户无需提供营业执照；个体货车司
机无需提供车辆所有权相关证明。

问：专项再贷款支持的贷款用途有
哪些？

答：贷款资金主要用于交通运输、物
流仓储配送等有关经营支出，以及购置
或置换经营车辆贷款、物流仓储设备设
施购置租赁等合理用途。

问：专项再贷款最新政策优化安排
主要有哪些方面？

答：（一）政策实施期限延长。政策
实施期限由 2022 年底延长至 2023 年 6
月底。（二）支持主体范围扩大。将道路
货物专用运输经营者、道路大型物件运
输经营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道路
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者、中小微物流仓
储企业（以物流、仓储、配送为主业的独
立法人企业）补充纳入支持范围。（三）贷
款申请条件简化。如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不再提供车辆《行驶证》，道路货物运输
个体工商户无需提供营业执照，个体货
车司机无需车辆所有权证明等，简化贷
款申请手续，提升“两企”“两个”群体申
贷积极性。（四）银行申报频次加大。合
格银行由按季改为按月申请专项再贷款
资金，进一步调动银行发放贷款积极性。

问：交通物流企业和个人如何向银
行申请贷款？

答：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内的
“两企”“两个”群体可向7家合格银行申
请贷款支持，由银行自主决策、自担风险
发放贷款，贷款利率按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确定。具体贷款办理条件和手续可咨
询意向金融机构。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邹忠昊 通讯员 王松娟

早报3月16日讯 3月15日，在青
岛银保监局指导下，青岛市银行保险
业纠纷调解中心联合工商银行青岛市
分行共同创建的湛山街道调解工作室
挂牌成立。该调解工作室是依托“工
行驿站+”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也是青
岛市首个提供金融融合服务的“社区
金融调解工作室”，具有可复制、可推
广借鉴意义。

据悉，结合今年银保监会“共筑诚信
消费环境 提振金融消费信心”“3·15”教
育宣传周活动，青岛银保监局将聚焦金
融常识教育、投资者适当性教育、重点区
域、特殊群体金融教育，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针对性强的教育宣传活动，同时，充
分发挥调解工作室的贴近社区、贴近群
众的“一线”优势，丰富教育宣传形式，帮
助消费者掌握金融常识、规避金融风险、
提升金融素养。

湛山街道金融调解工作室的建立
是青岛银保监局指导行业在落实新时
代“枫桥经验”、提升便民服务方面的联
合创新，是深入推进多元解纷“三级网
络”建设的积极探索，是金融服务生态
基层上的创新尝试。未来，湛山街道金
融调解工作室将联合工商银行青岛市
分行通过不断丰富“教育宣传+纠纷化
解+社区服务”多元工作模式，打通为
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金融服务场
景功能交互融合，构建和谐金融服务

“示范窗口”。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金融调解工作室
亮相湛山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