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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30家知名民营企业，搭建平台，融合共赢

民生银行在京举办民企合作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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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民企合作峰会以‘合作、
发展、共享、共赢’为宗旨，旨在发挥
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
融合发展、多方共赢。”民生银行集
团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韩峰在主题宣
讲时介绍说，本次峰会秉持“三个坚
持、三个推进”的原则，即“坚持合
作、推进融合”、“坚持创新、推进转
型”、“坚持发展、推进共赢”，以“系
列对话”活动为基础，开展融商，促
进商业合作；开展融资，整合金融资
源；开展融智，提供专业服务。

在融商方面， 与会企业覆盖了
传统及新兴行业，贯穿了矿产资源、
大宗产品、终端消费等全产业链，融
合发展、 跨界发展的需求和潜力巨
大。与会企业将积极开展跨界转型、
整合并购、“走出去”等合作，实现融
合下的民营经济发展新业态。

在融资方面，民生银行集团金
融事业部作为金融服务牵头方，将
围绕民营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开展
民生内部资源、 金融同业资源、银

企资源整合，提供专业化的商业银
行、场景化的交易银行、便捷化的
线上银行、 定制化的投资银行、综
合化的财富管理、个性化的私人银
行等金融服务。

在融智方面，民生银行集团金
融事业部拥有专业化的投行团队，
将在资本市场、银团贷款、并购重
组、发债、资产证券化业务等方面
与民营企业开展全面合作。该部还
致力于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
化、国际化、多元化的跨境金融服
务，包括出口信贷、项目融资、跨境
并购贷款、应收账款融资、船舶融
资、 飞机融资等结构化融资服务，
助力民营企业扬帆出海。

在对话活动方面，民生银行集
团金融事业部将组织开展“金融同
业对话”、“行业整合对话”、“走出
去高端对话”、“商业合作对话”等
系列对话活动，实现融合共赢。

据介绍， 民生银行集团金融事
业部是该行直接面向大型集团客户

的全国性经营机构， 是国内商业银
行中率先采用事业部体制运行的对
公业务平台，由原能源、交通、冶金
和贸易金融四个事业部合并而成，
总分部垂直管理， 业务网络遍布全
国。截至2017年末，民生银行集团金
融部服务民企1200余户，占总授信
客户的70%； 对民企提供融资支持
3500多亿元，占该部总资产的64%。

“此次民企合作峰会的成功召
开，标志着民生银行的民企服务迈
上了新台阶。” 民生银行行长郑万
春在总结讲话时表示， 该行坚持
“民营企业的银行、 科技金融的银
行、综合服务的银行”的战略定位，
不断强化民企服务品牌，聚焦优质
大中型民企和优质供应链上下游
企业， 持续打造民企金融服务之
家，努力成为优质民企的金融服务
集成供应商、 主办银行和首选银
行，为广大民企的供应链、生态圈
提供综合服务，共同助力新时代中
国经济腾飞。

本报4月23日讯 4个多月
的时间里先后成立了3家合资
互联网公司，今年以来，家纺上
市湘企多喜爱在互联网领域动
作频频。

多喜爱为什么偏爱互联网？
4月23日， 在多喜爱2017年度股
东大会上，公司董事长张文回答
了这一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意在借助互联网打造新零售。”3
年前，多喜爱开始布局互联网业
务，如今已初见成效，公司今年
上半年的净利润预计将同比增
长200%至250%。

记者查询公告发现，2018
年以来，多喜爱就成立了3家合
资公司。 与其他公司大举展开
行业并购不同， 多喜爱是以全
资子公司作为互联网业务的平

台，通过与专业团队合作，共同
成立合资公司开展互联网相关
业务，并且投资规模不大。

以多喜爱投资的萍乡夏夏
为例， 多喜爱出资1020万获得
51%的股份。 公司主要从事社
交电商业务，经营的淘宝店“美
美的夏夏”主要销售女装，合资
公司股东华夏是一名“网红”，
微博粉丝近400万，在阿里巴巴
2017年发布的《网红互联网消
费影响力榜单》中排名前十。

张文表示， 未来将重点布
局“互联网新经济&新消费”，通
过与互联网各大平台合作，实现
大规模低成本获客，并通过“社
交电商、泛文娱、金融科技”等几
大方式进行变现，积极探索新领
域的商业模式。 ■记者 潘显璇

“意在借助互联网打造新零售”
多喜爱上半年净利将预计翻番

本报4月23日讯 4月22日
晚，步步高发布2017年年报，公
司实现营收172.5亿元， 同比增
长1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为1.46亿元，同比增长
10.36%，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

年报显示 ， 截至 2017年
末， 步步高拥有各业态门店
318家， 在湖南和广西区域成
为综合性商业龙头。

2018年2月，步步高在大股
东层面， 正式引进腾讯和京东
体系。 目前， 腾讯持有步步高
6%的股份，京东持有步步高股
份为5%。

■记者 潘显璇

步步高
去年净赚1.46亿

4月19日， 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举办集团
金融事业部民企合作峰会， 携手亿利资源集
团、德龙集团、岚桥集团、庞大汽贸集团等30家
知名民营企业，共同搭建“智慧卓越、融合共
赢”的交流合作平台，共同建设民营企业成长
发展的共享生态圈，共同开创互联互通、融合
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新格局。

■通讯员 魏鸣笙

今年是贯彻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
放40周年。40年来， 随着党
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我国
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
际，实现了快速发展。数据
显示，当前民营企业贡献了
我国60%以上的GDP、50%
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
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
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已
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撑力量。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
中最富活力、 最具潜力、最
有创造力的重要生力军。”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
表示，作为全国第一家主要
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
银行与民营企业“同根同
源”。成立22年来，民生银行
始终秉持“为民而生、与民
共生”的使命，持续开展专
业、创新、高效的综合金融
服务，支持了一大批民营企
业做大做强、做出品牌。

洪崎表示，在与民营企
业携手前行的非凡征程中，
民生银行深切体会到，服务
好民营企业， 关键要做到
“三点”：一是高效，服务民
营企业要“决策快、 反应
快”，这要求银行整合资源、
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二是
用心，服务民营企业要从心
出发，提供有感情、有温度
的服务；三是深度，服务民
营企业要贴近需求，提供专
业化、定制化、有深度的服
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重
申“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
时，首次提出“要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 这为我国非公
经济发展描绘了光明前景，
广大民营企业迎来前所未
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和发展
机遇。“民生银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坚持民企战略不
动摇。”洪崎表示，民生银行
集团金融事业部将携手民
企，践行新理念、拥抱新机
遇、实现新发展，共同推动
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忘初心，坚持民企战略不动摇

整合资源，为民企提供综合化服务

A
中国民生银行集团金融事业部民企合作峰会活动现场。

记者23日从中国银保
监会获悉， 银保监会等七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的四项
配套制度， 以进一步规范融
资担保公司经营行为， 更好
支持普惠金融发展。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去年8月公布的《融
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规定了融资担保公司的准入
退出、经营规则、监督管理和
法律责任，对于许可证管理、
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资
产管理和银担合作等经营管
理规则，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需要通过制定配套制度进一
步细化。

《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

可证管理办法》 明确了许可
证应当载明的内容。《融资担
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 明确
了融资担保责任余额用于计
算融资担保放大倍数和集中
度等风险控制指标。《融资担
保公司资产比例管理办法》
规定了各级资产比例， 并对
融资担保公司受托管理的政
府性或财政专项资金在计算
各级资产、 资产总额和资产
比例时予以扣除。《银行业金
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业务
合作指引》 对银担双方在机
构合作和业务操作流程方面
提出规范性要求， 并就风险
分担、保证金收取、代偿宽限
期、 信息披露等事项进行了
规定。 ■据新华社

七部门印发
融资担保公司监管配套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