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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大行，建行广西区分行始

终秉承“与客户同发展，与广西

共繁荣”的理念，积极对接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聚焦社会痛点难点，以大银

行、大担当、大作为的责任感，全力参

与到支持西部大开发建设之中。

2016年以来，建行广西区分行综

合运用信贷、理财、债券、基金等综合

金融服务手段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融资超过4200亿元，贷款年平均增速

达12.7%；2017年筹措资金超过1573亿

元；2018年1至11月，建行又提供融资

近1500亿元，为广西改革发展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发挥建设者本色，担当服务广西金

融主力军

面对广西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大好时

机，建行广西区分行积极利用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在政

策支持、信贷资源、专家人才、项目管

理、金融创新等方面的业务优势，多方

组织资金，持续加大对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建设的金融资源投入。2016年至今，

该行共支持广西基础设施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169个，累计投放信贷资金293亿

元；基础设施贷款余额784.1亿元，占

该行全部非贴贷款新增的35%。

进入新时代，中央赋予广西构建面

扎根八桂服务实体 
一带一路彰显科技本色
——建行广西区分行服务广西实体经济调查

 本刊记者  何丰伦／文    

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

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

接的重要门户“三大定位”新使命，广

西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交

通建设对广西的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

义。

建行广西区分行把支持广西交通建

设作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

铁路、公路、港口、航空、内河齐头并

进，重点支持了湘桂、柳南、南广、云

桂、贵广、沿海铁路扩能等“一轴四纵

四横”铁路网项目建设，南柳、桂柳、

宜柳、玉铁等“6纵7横8支线”高速公

路项目建设，北海铁山港、钦州港、防

城港等三大港口码头泊位、航道建设，

南宁吴圩机场新航站楼新航站区、飞行

区扩建、航站楼应急改扩建等新建、扩

建重点项目建设，梧州港塘源紫金村码

头、桂平二线船闸、百色那吉航运枢纽

等西江黄金水道项目建设。2013年以来

累计投放信贷资金407.3亿元，为广西

由全国交通末梢向国际大通道转变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金融助力。

在能源建设方面，建行广西区分行

重点支持了广西防城港核电站、龙滩

水电站、南宁电厂等一大批广西能源发

展重点规划龙头项目的建设，累计投放

信贷资金364.7亿元，其中对防城港核

电、南宁电厂等一批项目的贷款支持力

度均居各参与银行之首。

在城市建设方面，建行广西区分行

积极支持了南宁轨道交通、南宁地下综

合管廊、柳州危旧房改造、柳州水环境

综合治理、桂林机场路改扩建、钦州河

东工业园配套、北海新世纪大道续建、

防城港市中心区“三横二纵”路网等一

大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覆盖了广西主

要地市。2016年至今，建行广西区分

行累计向城建行业投放贷款达196.5亿

元。

广西历来以山清水秀生态美著称。

建行广西区分行把自身业务发展融入

“美丽广西”建设之中，将节能减排当

作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着力发展绿

色金融，主要支持了南宁海绵城市建

设、那考河水环境治理、沙江河综合治

理、桂林漓江综合整治等环保项目。

2016年至今累计向广西区内环保企业与

环保项目投放贷款达155.8亿元。

助推供给侧改革，助力广西产业升

级

当前，顺应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趋势，帮助企业降成本、降杠

杆，是一个紧迫的课题。建行广西区分

行综合运用多种金融手段，助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帮助企业“轻装上阵”。

着力助推去产能。近年来，建行广

西区分行一方面通过优化客户结构，压

缩退出僵尸企业贷款达5.7亿元，另一

方面对于暂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区域特色

企业，通过再融资、期限调整等手段，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其中重点支持了广

西铝加工、制糖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包括牵头组建百色百矿集团煤电铝一体

化项目30亿元、中铝广西华磊新材料有

限公司40万吨轻合金项目37.2亿元银团

贷款等。

制糖业是广西传统优势产业和重要

经济增长点。过去10年，建行广西区

分行每个榨季在广西糖业领域投放的信

贷资金均达10亿元以上，近五年累计

投放涉糖贷款超过50亿元。同时量身

定制覆盖全产业链关键节点的创新金融

服务方案——“甜蜜通达”，推出“蜜

农通”“蜜企通”“糖易通”“糖运

通”“E糖通”等五大子产品，满足种

植农户、种植公司、制糖企业、经销

商、交易平台全链条、全方位的金融需

求，全力支持广西制糖产业二次创业，

帮助蔗农脱贫致富。

积极支持去库存。建行广西区分行

持续加大信贷规模倾斜力度，2016年至

今累计投放住房按揭贷款567亿元，新

增285亿元，帮助超过14万户居民实现

了安居梦，有效满足了住房供需双方金

融需求，缓解库存压力。

多措并举去杠杆。重大项目以银团

贷款方式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过

度授信，防范企业过度利用金融杠杆盲

目扩张。在重大风险项目化解过程中，

建行广西区分行主动牵头成立债权人委

员会，积极帮助一些暂时困难的行业龙

头、特色企业降低融资杠杆，维护区域

金融生态稳定。

主动服务降成本。建行广西区分行

主动减少服务收费事项，通过服务价

格变动、产品创新、优化流程等工作为

企业减负，为企业客户减免了账户维护

费、结算业务收费等7项费用，为小微

企业直接免收14项服务费，对22项收费

进行不同程度的打折、套餐优惠等，为

企业节约结算类成本7939万元。

强化创新动能，当好服务“一带一

路”排头兵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始

发点之一，发展向海经济，走向东盟，

是广西的必然选择。依托建设银行集团

优势，建行广西区分行强化母子公司联

动、境内外联动，致力于帮助广西企业

打通“走出去”“引进来”的金融大动

脉，提供包括全球现金管理、海外并

购、境外融资、跨境人民币、财务顾问

等多形式、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辐

射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客户走到

哪里，建行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例如，作为主牵头行、代理行，建

行创新跨境直贷融资模式，成功组建了

折合人民币68亿元的马来西亚关丹钢铁

项目跨境直贷银团，这是广西目前最大

的境外直接贷款融资项目，为“一带一

路”项目建设开辟了融资新途径。

除此之外，建行还支持了广西北部

湾港务集团、中信大锰、广西农垦集团

等一大批广西企业的“走出去”项目，

2016年以来累计提供融资超过71亿元；

累计为广西大型建筑类企业的海外承包

工程出具境外保函约3.6亿元，有效提

升了广西企业的海外知名度和形象。

在“引进来”方面，建行广西区分

行密切跟进广西企业境外融资需求，加

强与海外分行联动，通过跨境融资风险

参与、国际商业贷款转贷等产品，为广

西企业引入境外资金64.83亿元。2016

年，建行广西区分行与建银国际联动，

在香港发行3亿美元债券，成为广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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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首笔境外发债回流业务；2017年，承

接广西3家企业约9亿美元的海外发债业

务，从海外资本市场引进资金的步伐稳

步推进。

2013年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启动以来，建行广西区分行积极研究

政策机遇，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推出

了一系列区域领先的创新金融产品与服

务。

2014年办理广西首笔跨境人民币融

资资金回流业务，2015年率先开展跨境

人民币贷款试点，截至目前，建行广西

区分行通过业务创新，已陆续为广西有

色、电力、交通运输、基建、制造业、

糖业等重点行业办理跨境人民币融资达

63亿元，成为广西区域办理跨境人民

币融资资金回流业务最早、回流金额最

多、单笔回流金额最大的商业银行，跨

境人民币融资市场份额居同业首位。

建行在南宁、东兴分别设立中国建

设银行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中国

建设银行东盟货币业务中心，成为试验

区首批跨境人民币清算行、首批人民币

对越南盾报价行。同时推出“跨境e+”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为跨境企业提供跨

境收付款、结售汇、贸易融资、国际收

支申报、账户管理等全流程、一站式、

在线化的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 

践行大行担当，推动普惠金融落地

全面把握普惠金融战略内涵，及时

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搭建“三级”

垂直组织架构，落实“五专”机制，积

极探索“大银行服务小企业”的有效模

式，推出了一系列普惠金融服务措施，

创新了一批金融产品，为广西的普惠金

融事业实实在在地贡献了建行智慧和解

决方案。

近年来，建行广西区分行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技术，改变以往传统打

法，推出了面向小微企业和广大个体工

商户的“小微快贷”产品，实现了从贷

款申请、审批、签约到支用，全流程网

络化、自助化操作，在客户信息完整的

情况下，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贷款全流

程。“小微快贷”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

小企业客户的欢迎，截至目前已经发

放贷款350多亿元，普惠1.7万户小微企

业；建立银税系统连接，基于税务大数

据分析的“云税贷”也是“小微快贷”

系列产品之一，企业只需诚信纳税就可

获得贷款，目前已经授信了21亿元3300

多户。

为服务“三农”，拓宽普惠金融服

务范围，近年来，建行广西区分行逐步

增设县支行，目前已在全区54个县设

立建行机构，大大拓宽了服务县域经济

的空间。如今，“裕农通”普惠金融平

台借力供销社、第一书记产业园、小卖

部等合作方已有渠道，设立农村金融服

务点，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在“村口银

行”办理取款、汇款、缴费等。目前，

建行在广西区已设立“裕农通”服务点

1338个，覆盖全区57个县、480多个乡

镇。

实施金融精准滴灌，助力广西脱贫

攻坚

广西是集“老、少、边、山、穷”

于一体的扶贫攻坚主战场。目前还有

26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

务艰巨。建行广西区分行通过定点扶

贫、产业脱贫、金融扶贫、公益扶贫、

电商扶贫等多种举措，践行国有大型银

行的使命担当。

建行广西区分行专门制定了《建行

广西区分行“十三五”金融扶贫工作规

划》《建行广西区分行定点扶贫工作指

导意见》，每年下发年度金融扶贫工作

计划，明确全行扶贫工作思路、目标任

务及工作措施。

目前，建行广西区分行共选派骨干

干部员工38人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各地市政府指定帮扶的27个定点扶贫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或驻村扶贫工作

队员，结对帮扶，为脱贫想办法、做实

事。注重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

“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从短、

中、长期三个维度想办法、出实招。强

化产业扶贫，激活贫困村内生发展“造

血”功能。

定点扶贫村融水县大浪镇高培村

2017年贫困户489户，贫困人口2245

人，贫困发生率44%，脱贫攻坚任务艰

巨。建行广西区分行为高培村量身定制

了以种植钩藤中药材为方向的产业扶

贫方案，打造以“村集体合作社+公司

＋农户＋后盾单位+政府”五位一体的

“高培药谷”扶贫模式，以此为依托逐

步形成“农、科、工、贸、旅”产业一

体化发展的完整产业链。

2018年2月，高培村第一个专业合

作社——“融水光辉种养合作社”成

立，建行员工共捐资28万元购买21万株

钩藤苗木，落实种植面积693亩，钩藤

产业全面铺开。

建行玉林分行为兴业县北市镇宏福

村引进标准化养猪项目，探索“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建行北海

分行联系专业公司为北海合浦县石康镇

豹狸村提供土壤改良技术、有机蔬菜种

植方案和技术，代销产品……

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支持力度是

建行广西区分行扶贫工作的另一个主

要着力点，并相继推出了“双高蔗糖

贷”“扶贫助农贷” “扬翔贷”“边

贸贷”“助销贷”等一系列扶贫新产

品，提高了金融扶贫精准度。

与此同时，建行广西区分行充分利

用本行“善融商务”网上商城平台，打

造了30个善融商务扶贫企业旗舰网店，

形成“电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合作扶贫模式，开展扶贫专场活动15

场，涵盖大米、茶叶、金桔、木瓜、桂

圆等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超过22种，销

售笔数达21000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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