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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中国民生银行成立于1996年。作为国内首家以民营企业为主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积极发挥中国金融业

改革试验田的作用，紧跟时代步伐，时刻以自身变革适应市场要求，在业界创造了多个第一。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自2009年开业以来，遵循总行理念，以机制优势和创新活力在常州金融圈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变革之

路，与常州经济遥相呼应，又紧紧偎依！
截至目前，民生银行常州支行9年来累计投放贷款613.51亿元，贷款余额157亿元，存贷比76.58%，贷款存放增速在常州同类型股份制

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有力支持了一批以常州城建集团、常州交通产业集团为代表的政府重大项目和以轨道交通产业集群、黑牡丹集团、常
州亚玛顿股份、科华控股、瑞声科技为代表的实体经济。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梅奇指出：“服务小微企业，一直以来都是
民生银行的长期战略。随着时代的发展，
近年来，我们的小微金融逐渐与零售金融
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大零售板块的坚实两
翼。”

开业之初，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就坚
定不移推进小微金融2.0版，遵照“规划
先行、批量开发”的作业模式对我市多
个重点专业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因地制
宜灵活制定授信政策，快速在专业市场
开展小微金融服务，如凌家塘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九龙小商品市场等。根据常
武区域经济特色，大力支持乡镇产业集
群个体工商户。通过细致调研规划设
计授信方案，成立合作社开展财富大课
堂活动，切实了解客户需求，持续加大
对常州传统模具、汽摩配行业、刀具等

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通过一系列的新
产品、新模式、新平台加大对小微企业的
支持，逐步实现小微金融从单一信贷向综
合服务转变，从批零混合向批量作业转
变，从贷后管理向售后服务转变。同时，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积极布局小区金融，大
力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支行的数量和质量
在我市同类型银行中名列前茅。

在我市经济调结构的转型期，民生银
行常州支行的小微金融业务有过一段低
潮期。然而，真金不怕火炼，金融行业的

“大数理论”在民生银行的小微金融业务
板块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杜绝散单业
务，对高危型的行业、地区在源头进行规
避；强化贷后管理，加强企业走访，对重点
业务、移交客户、重点客户、小微和公司都
有涉足的企业客户进行摸底调查，对该类
企业进行统一的授信方案；尝试资产转让

等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不良贷款等多种
风险防控措施，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将不良
率牢牢把握在了可控线内。

2017 年，是民生银行“小微重回主
战场”的一年。民生银行常州支行针对
我市大量具有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微
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从信贷政策支持、
人员配备、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变革
调整。

——对小微金融产品迭代升级，提
高小微企业的申贷获得率：

譬如，该行房屋抵押贷款具有抵押
率最高达 70%，最多可贷 1000 万元；资
料简化，手续简便，最快 7 日即可放款；
一次申请，最长授信时间可达二十年，并
能循环使用等多重优势。

——深化推进与税务、银协、市政、
乡镇、园区等平台的合作，搭建立体化的

融资桥梁：
譬如，该行联合常州市工商局，开展

“红盾架金桥”互联网金融促市场转型升
级活动，向辖区内各类实体大市场及场
内经营户提供小微客户抵押经营贷、二
维码结算等金融服务，并牵手洛阳乡镇
等平台，构建银企合作，提高融资效率，
拓宽融资渠道，全面宣传创新产品及服
务举措。

——推出“懂你的银行”，小微金融
服务更上层楼：

譬如，针对小微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
不同需要，推出多款拳头产品和灵活多样
的金融服务，拓宽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渠
道，满足了小微企业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截至今年 6 月 20 日，民生银行常州
支行小微贷款余额已达 21.69 亿元，服
务小微客户数超过50000户。

为 而生：重返小微主战场
新时代——转型：顺势而为

新时代造就新经济，新经济催生新金融。
梅奇认为：“近年来，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积极进行业务转型，不仅是顺应

总行的战略部署，更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与客户的需求。”
与旧经济相比，新经济具有鲜明的特征，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其中，中高
端、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型的消费成为主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等正在成为主体产业；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
济、智慧经济、绿色经济等将成为经济新动能。

新时代，常州从传统制造名城跃升为“智”造名城；常州经济也呈现出了
新气象：十大产业链的成长，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的集聚，资本市场常州板块的
崛起，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科技园区的腾笼换鸟⋯⋯这些，让民生银行常州
支行有了耕耘的沃土，又进一步助推了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的改革转型。

新银行——王道：技能提升

新时代呼唤新民生，新民生构建新金融。
在支行层面的改革转型中，业务转型成为了主体，技能提升依然是王道。

梅奇告诉记者：“在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的转型方向时，要打破传统业务壁
垒，从理念、人员、服务模式等多个维度全面转型，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在考核机制上，民生银行常州支行把考核收入和存款为主转变为考核
有效新增转型客户数为主，把建立信贷关系为新增客户的单一标准，转变为
结算存款、国际业务、整体零售业务的综合认定标准。

在人才培养上，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着力培养公司业务、小微业务、理财
业务样样精通的多面手，力争2018年年末，培养综合客户经理30名。

在服务模式上，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全力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
积极践行服务企业、服务企业高管、服务企业员工的“三层服务理念”，为客户
提供最高效的服务、最适合的产品，力争2018年年末，深入服务常武地区实体
企业100家、核心客户30家、战略合作伙伴15家。

新民企——聚焦：民营企业

新经济孕育新企业，新企业要有新银行。
梅奇强调，民生银行从诞生起，它的特色、它的担当、它的社会责任、它

的服务主体就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民企是民生银行的标签，更是民生银
行的重点发展战略。”

围绕民营企业战略，民生银行根据民企决策快、反应快的特点，提供高
效率、高质量，有温度、有感情，专业化、定制化、有深度的服务，与民营企业
共同成长。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常州经济在转型中螺旋上升，常州企业在转型中破浪前行，民生银行常

州支行也在转型中与我市一大批民营企业同舟共济、携手共进。
今年以来，民生银行常州支行遵循“1+N”的综合服务指引，建立了服务

综合化体系；通过“投行+商行”的模式，在并购、定增、融资租赁、投贷联动等
领域取得进展；以现金管理为平台，在资金结算方面实现银企双赢。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民生要有新作为。
展望未来，梅奇表示：“结合新时代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征，我们将大力发

展供应链金融、交易链金融，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力争做优质大型民营企业
的主办行，做民营企业的管家，做民营企业家和高管的管家。”

——专访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梅奇

新时代 新银行 新民企

改革转型，
我们一直在路上

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晴雨表，金融
则是企业的血脉。

服务地方经济，回归本源，扎根实
体，在民生银行常州支行

——是兢兢业业的实干：
围绕我市“重大项目突破年”“重

大项目推进年”“重大项目提升年”“重
大项目增效年”等活动，民生银行常州
支行结合区域特色，制定了重点支持
常州先进制造业、轨道交通、新医药、
新能源、智能数控和机器人等行业龙
头公司为主要目标的“三优一特”目标
客户群。

针对这些目标客户，民生银行常
州支行实施了分层管理体制，针对金
融管家客户，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积极
突破原有综合授信规模限制，在基础
投放的基础上，嵌入其他对公金融服
务及高端个人金融服务；针对集团客
户，该行将日常结算与授信融资相结
合，满足客户的集团化管理需求；针对
主办行客户，该行在该企业正常运营
的基础上适度增加授信额，第一时间
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

截至当前，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对
区域内重点实体经济企业加大合作力
度，如对黑牡丹综合授信总额 3.8 亿
元，发行定向工具 15 亿元，上下游建
筑企业批量开发 2 亿元；对旷达集团

综合授信总额 2 亿元，股票质押式回
购 2.9 亿元；对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授信 2 亿元，对金峰集团综合授信
总额 4.3 亿元，对立华牧业授信 1.5 亿
元。同时，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积极发
挥总分行联动优势，借助民生银行总
行投行的平台，为天合光能整体授信
12亿元。

梅奇表示：“随着改革转型的深
化，我们全行上下直面困难、直视问
题、直击结果，通过流程再造、产品创
新、扁平化管理等手段，提升服务效
率，为企业发展赢得时间。”

——是真真切切的服务：
在转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

式中，民生银行常州支行以客户利益
为导向，在维系表内贷款投放的同时，
积极引入表外及表表外的投放要求，
为客户进行全口径的融资服务；在满
足客户融资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行内双保理、同业通等不占用资本耗
用的融资手段，为核心企业打通上下
游，盘活资金，带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升
级。

譬如，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充分利
用“允许具有货物贸易出口背景的境
内外汇贷款办理结汇”，“中资企业可
按 2 倍净资产借入外债，鼓励中资企
业向境外借入外债”等政策红利，发挥

主观能动性，先后为我市某行业龙头企
业办理了外币贷款 800 万美元，融到境
外资金 970 万美元，合计 1770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过亿元，贷款利率远低于业
内平均水平。这两笔业务分别创民生银
行系统内全国首单，全省首单。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某客户经理告诉
记者：“银行服务，不是孤立存在的；今年
以来，行内多次提出，不要局限于某个产
品，某个服务，而要提升综合经营能力，
深挖客户需求，满足企业不同阶段不断
变化的金融、非金融需求。”

——是肝胆相照的情义：
我市某重点企业一度遭遇发展瓶

颈，作为该企业的合作行之一，民生银行
常州支行综合分析了该企业的情况后，
上下联动，与总分行多次沟通，第一时间
伸出援手，身先士卒牵头成立28亿元的
信托计划，为该企业输血，更为武进民营
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我市某制造型企业，在转型升级的
过程中，受行业影响，利润大幅下滑，资
产负债表数据不符合银行的贷款门槛，
购买新设备受到影响。民生银行常州支
行了解该企业的情况后，多次深入企业
调研，确认该企业技术能力强，后劲足，
向该企业授信几千万元，解决了该企业
的燃眉之急。目前，该企业已顺利上市。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分管公司业务的

副行长石峰坦言：“民生银行和民营企业
血脉相连。在企业遭遇难关时，如果我们
撤了，虽然避免了不良的风险，但对企业
来说，却是致命一击；如果我们与企业并
肩作战，可能，就能救活一家有潜力的企
业，可能，就能带动一个行业从低谷崛
起。作为扎根常州的金融机构，我们不仅
要追求经济效益，更应承担起应尽的社会
责任，少一点锦上添花，多一点雪中送
炭。”

——是勇于开拓的锐意：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以“区域特色、批

量开发、名单制”为发展导向，以“专业市
场、园区、产业链、产业集群”为突破口，通
过“融资+融智”的方式，将传统融资结算
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相结合，储备了一批
重点制造业企业项目。如，对今创集团综
合授信 2 亿元，对新誉集团授信 6 亿元，对
中航锂电（江苏）有限公司授信 2 亿元，并
对洛凯机电、开磷化工、雷利电机、外汽集
团、智思集团、东风农机、国强镀锌等制造
类企业拟新增投放超过10亿元。

截至当前，民生银行常州支行通过创
新类金融产品，累计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
具 211.3 亿元。其中，制造业企业累计发
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 50.8 亿元。今年以
来，民生银行常州支行新增发债发行达 37
亿元，在常州市同业新增发行规模中排名
第一。

与民共生与民共生 九载芳华倾献龙城九载芳华倾献龙城
改革先行改革先行 只问耕耘无问西东只问耕耘无问西东

以 为先：支持实体显身手

金融科技对金融业的变革势不可
挡。民生银行常州支行正紧随总分行
脚步，加快布局金融科技，积极发展新
供应链金融、网络金融、直销银行等新
金融服务模式，创建民生系金融科技
品牌。

梅奇认为：“新经济的新特征对传
统金融的服务理念、模式、手段、产品
等均提出了新要求，金融机构必须通
过改革转型来适应新经济的要求。比
如，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
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的作用，提高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金融服
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服务效率。”

直销银行是民生银行金融科技的
“桥头堡”。

2014 年年初，民生银行推出直销
银行，是国内首家推出直销银行的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直销银行
一开始就摒弃了传统银行网点的渠道
模式，一切都在线上实现，任意一张银
行卡即可加入；简单实用的金融产品、
顺畅的客户体验、丰富的渠道服务、
10100123 全人工服务热线等勾勒出民
生直销银行“简单”的精髓。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相关人士表示：
“直销银行是民生银行发展转型的一项重
大战略。民生直销银行并不是盲目追赶
理财市场的热潮，也不会刻意比拼价格；
而是立足于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需
求和商业银行的独特优势，通过不断创新
优质产品和服务，获得客户信赖。”

如果说，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惠及普
通民众，那么，“聚盈通”则是众多小微
企业的“及时雨”。

近年来，民生银行常州支行高度关注
行内管理效率的优化，以总行研发的平台

“聚盈通”为抓手，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某客户经理解
释：“‘聚’是为企业提供转移的现金结
算体系；‘盈’是为企业提供理财及存款
增值服务；‘通’是整合资源为企业提供
一揽子的行业解决方案。”

我市在新三板挂牌的某物流企业，
便是民生银行常州支行“聚盈通”的受
益企业之一。民生银行常州支行深入
了解该企业后，发现该企业并不缺钱，
但缺少专业的财务管理和金融知识。
常州支行通过总行的平台和技术支持，
为该物流企业定制了“聚盈通”系列产
品，帮助企业解决了财务成本过高，支
付方式单一的问题，并协助企业完善了
财务系统。

“民生金融管家”是金融科技在服
务模式上的创新运用。

“民生金融管家”能为企业量身定制
金融服务内容，能帮助企业获得多元化
的融资便利，降低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管

理水平，优化企业资产结构，提高集团控
制力，满足企业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目
前，民生银行常州支行已为我市多家大
型民营企业提供“民生金融管家”服务。

民生科技有限公司，则是民生银行
金融科技的最新践行。

今年5月，民生银行总行在北京设立
了民生科技有限公司。民生科技有限公
司定位于“立足母行、服务集团、面向市
场”，主要服务于民生银行集团、各子公
司和业务伙伴，同时提供科技能力输出，
为中小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提供金融科技转型所需的解决方案和专
业科技产品；还将打造“科技+金融”生态
圈，为民生银行集团和广大合作伙伴提
供嵌入式、贴身式的科技管家式服务。

未来已来，拭目以待！

让利于 ：金融科技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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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6
日，是民生银行常州
支行开业九周年的
日子。

日前，民生银行
常州支行党委书记、
行长梅奇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民生银行常州支行
在 2009 年开业之初，
便携带着总行变革
创新、敢为人先的基
因。改革转型，我们
一直在路上。”民民民民

民民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