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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天目山脉脚下，是我
省山核桃的主要产区，今年，除了
丰产的山核桃，淳安也开始研究
山核桃蒲壳的综合利用，山核桃
蒲壳将不再是简单的废弃物。山
核桃的优点有望加上一条“浑身
是宝”。

统一回收核桃壳
眼下正是山核桃加工最忙碌

的时日，今年，在淳安的山核桃主
要产地——临岐镇，家家户户门前
堆积山核桃蒲壳的场景却不再。

审岭脚村是临岐镇的山核桃
第一大村，山核桃面积超过 1 万
亩，收入占到全村收入的六成以
上。从去年开始，浙江淳安千岛
湖金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村里
签订合同，以每 50 斤 3 元的价格
对山核桃壳进行收购，村民们发
现，以前被随意丢弃的山核桃蒲
壳，现在也能成为收入来源了。

“原先，山核桃蒲壳可没什么
用处，前几年路边、溪边、田边、村
头，到处都是随意堆放的蒲壳，处
理方法多是烧掉或者倒进溪流
里，对环境污染不小。”临岐镇审
岭脚村村支书鲁普恒说，去年，村

里的山核桃蒲壳废弃物达到 500
吨，今年山核桃产量不错，再加上
不少新增的山核桃林开始投产，
产生的废弃蒲壳可能接近 1000
吨。

按照今年的合同，金兰农业
将收购 700 吨左右的蒲壳，剩下
的蒲壳，审岭脚村则积极倡导“果
蒲返山”。鲁普恒说，村里推荐农
户购置脱壳机，直接在采摘现场
加工山核桃水籽，既能节省运输
劳动力，留在山林里的蒲壳也可
以增加土壤肥力。

培育兰花的基质
山核桃蒲壳的收购和利用，

也帮了临岐镇金兰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桂木一个大忙。

2011 年，做了近 20 年山核桃
加工的他突然动了心思，想把淳
安漫山遍野的兰花也做成一个产
业，兰花苗保活成功后，后期的培
育却让他犯了难：36 亩的兰花繁
育基地，需要近 2000 立方米的基
质，按当时兰花常用营养基质的
价格来算，光是培育基质，就需要
1000多万元。

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降低培
育兰花的基质成本？省农科院环
境资源与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专家

薛智勇告诉他，山核桃蒲壳就有
作为生态基质的潜质。

薛智勇带领省农科院的课题
组跟王桂木一起研究起了山核桃
蒲壳变基质的办法。“新鲜的山核
桃蒲壳中含有生物碱等成分，对
部分动植物具有毒性。虽然这些
成分在自然环境中也在慢慢降
解、毒性变小，但持续时间会较
长，而且腐烂后产生的黑色污水
会严重影响环境。”薛智勇说，因
此，作为兰花基质的山核桃蒲壳，
必须事先发酵到稳定和无害的状
态，否则可能伤及兰花根系。

课题组采用生物发酵技术，
通过适当添加营养物质、接种发
酵菌剂，在一定的湿度和碳氮比
环境下用机器进行多次翻堆，将
蒲壳的发酵时长从自然过程所需
的 4 至 5 个月缩短至 1 到 2 个月，
之后再将蚕沙、猪羊粪有机肥、菇
渣等适量掺杂到发酵稳定的蒲壳
中，配制为功效不同的基质。到
2013 年上半年，他们从数十种实
验的基质配比中挑选出兰花发育
效果较好的 3 款正式推向市场，
现在，王桂木自己的兰花基地已
经扩展到 100 余亩，研究成功的
山核桃蒲壳基质已销往舟山、义
乌、上海等地的兰花种植大户。

应用前景很广阔
山核桃蒲壳的市场还很大。

通过不同比例的配比，山核桃蒲
壳基质的运用已从兰花发展到铁
皮石斛等作物。现在，铁皮石斛
的基质以树皮为主，每亩成本在
3 万元，通过试验，将其中三分之
一替代为山核桃蒲壳仍将保证铁
皮石斛的正常生长，而每亩基质
就能省下上千元。

“现在的农林业废弃物，过几
年都将成为最热手的资源。”薛智
勇说，山核桃蒲壳的利用才刚刚
起步，收购价格低廉，一旦形成规
模，将和我省丽水等地的菇渣加
工一样，发展出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赢的产业：通过技术转化，
现在废菇渣已经可以转化为生产
育苗基质，替代泥炭等不可再生
资源，5 年间，菇渣的收购价从每
吨仅收 15 元的装车费，已经飙升
至200元到250元每吨。

据了解，淳安县林业部门今年
已经开始研究山核桃蒲壳的综合处
理利用，将根据淳安县现有山核桃
资源状况，出台蒲壳利用、场地使
用、农机购买等方面的补贴政策，希
望通过3年时间，使全县山核桃蒲
壳的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

淳安采用生物技术减少环境污染淳安采用生物技术减少环境污染

山核桃壳派上大用场山核桃壳派上大用场

据新华社西宁 10 月 26 日电
（记者 张曦）“我国农业保险市场
规模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跃
居世界第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副主席陈文辉近日在青海表
示。

来自证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自 2007 年我国启动中央财政支持
的农业保险试点以来，截至 2013
年，农险保费收入从 51.8 亿元增长
到 306.6 亿元，年均增速 34.5％，农

业保险风险保障从 1126 亿元增长
到9006亿元。

陈文辉指出，目前中央财政主
要对涉及国计民生的水稻、小麦、玉
米、棉花、牦牛等 15 类主要农作物
给予保费补贴，今年以来中央财政
正在协调实施“15＋X”的保费补贴
模式，即除了 15 种全国性的补贴品
种外，各地还可选择一类或者几类
特色农产品和支柱农产品享受中央
财政保费补贴或以奖代补政策。

我国农业保险居世界第二

本报讯 （记者 毛珺 通讯员
舒也文 沈健） 日前，全球人力资
源管理服务机构任仕达与杭州市
签订入驻协议，这是继全球排名第
一的人力资源机构 Adecco 后，又
一“人力大鳄”落地杭州。在杭州
江干区开幕的 2014 中国（浙江）人
力资源服务博览会上，还有 100 多
家来自国内外的知名“猎头”搭台
布展。

“企业高管、IT 技术人才、高
级‘蓝领’，这三类人最吃香，薪酬
也水涨船高。”浙江外企德科人力
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郑萼介绍，企
业 CEO 年薪 100 万元以上见怪不
怪，机械类专业技工，尤其是诸如
德国的外籍技工年薪可达五六十
万元。

“现在传统制造业的人才需求，
也在向营销、开发设计类人员转变，
至少我们明显感觉到了这个变化。”
来自广东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智通
美瀚总监贾盟华认为，这个转变与
电子商务发展有关。该公司去年选
择在杭州开出第一家分店，是因为
很看好浙江杭州电子商务的发展实
力，更看中这里的电商人才需求和
储备。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人
事委托、财务外包等人力资源管理
方式，我们正是看准这个需求，率先
推出浙江智谷人力资源产业园。”江
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
介绍，作为杭州市第一家省级人力
资源产业园，智谷产业园已吸引 43
家企业入驻。

中国（浙江）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透出信息

高级蓝领薪水涨得快

据新华社上海 10 月 26 日电
（记者 何欣荣 高少华） 机器人
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曲
道 奎 26 日 在“2014 浦 江 创 新 论
坛”上表示，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
失，2013 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工业机器人市场。目前国内在
建机器人工厂超过 30 个，未来 10
年 将 是 国 产 机 器 人 的 黄 金 发 展
期。

曲道奎表示，目前全球面临
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无论美国

的制造业复兴计划还是欧盟的工
业 4.0 战略，机器人都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未来，机器人+互联网的
数字化生产方式将极大地改变制
造业。

截至今年 9 月，国内机器人企
业约 420 家，各省市在建机器人工
厂超过 30 个。资本市场上，具备机
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达 40 多家，部
分龙头企业如沈阳新松机器人公
司，今年上半年净利润达 1.3 亿元，
同比增长近33％。

中国机器人工厂逾30个

胡剑欢胡剑欢 摄摄

让现代金融服务普照浙江小微企业
——民生银行浙江小微客户超17.7万户

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先进的金融理念，在商业银行层面是指银行应该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困难群体）提

供优质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作为普惠金融理念的坚定践行者，中国民生银行瞄准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世界性难题，进行了探索与

实践，引领并吹响了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号角。民生银行在浙江普惠金融的实践证明，现代金融的阳光，一样可以普照到社会经

济的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微企业。

金融!"

民生银行小微金融，扎根于浙江
民营经济大省的肥沃土壤之中。自
进驻浙江以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
总行统一部署下，结合浙江各地区实
际情况，解放思想，在支持浙江小微
企业和个私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诸
多有益探索，初步树立了民生银行在
小微金融业务领域的品牌形象和业
务特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行不止者，虽远必臻。经过多
年不懈努力，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普
惠金融的探索与实践已渐入佳境：

民生银行在浙机构小微金融业务呈
现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截至 2014
年 5 月末，民生银行在浙机构小微
贷款余额为 330 亿元，系统内份额
占比为 8.2%，在系统内排名第 2 位，
小微贷款在分行全部贷款中占比约
25% ；服 务 的 小 微 客 户 数 超 过
177000 户（其 中 贷 款 客 户 45000
户），户均贷款 150 万元。据统计，
杭州分行向杭州及周边区域 220 余
个产业集群、交易市场和核心企业
产业链授信，小微金融授信总额达

到 340 亿元，5 年来累计对 19000 余
户小微贷款客户发放了超过 1000 亿
元贷款，有力支持了浙江小微企业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民生银行在浙江小微金融业务领
域的实践，是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
理念的生动再现，极大地拓展了商业
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形式和内涵。目
前，民生银行在全国服务小微客户已
超过 200 万户，小微金融贷款余额已
突破4000亿元，户均贷款170万元，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民生小微金融模式。

成就：硕果累累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在业务探索
与实践中，逐步加深了对小微金融业
务规律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和总结经验，在支持小微金融业务发
展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做法。

组织体系专业化、专门化
专业化的组织体系是为小微客

户提供高效服务的中枢系统。民生
银行在分行成立了小微规划与营销
策划部、小微销售管理部、小微及零
售授信评审部、小微及零售资产管理
部、渠道服务部等小微金融专业化的
管理架构体系，在经营层面明确了小
微专业支行、小微专营支行和零售支
行三大支行定位，在分行成立小微业
务部，建立集中式、专业化的小微业
务团队，实现小微金融业务“专业化、
批量化、模块化”发展。小微金融业
务组织体系确保了小微金融业务有

专门机构管理、有专业人员经营。

开发模式批量化、规模化
批量化、规模化的小微业务开

发模式有效提升了为小微客户服务
的效率。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对市场
开发采用属地开发加批量开发的营
销模式。围绕有形商圈、无形商圈、
产业集群和核心企业的上下游产业
链等形态，通过项目整体授信、批量
客户开发的模式，使得评审人员对
小微业务的把握更趋宏观性、全面
性，也大大提高了业务处理效率并
有效降低业务风险。

业务处理标准化、流程化
由于小微客户的需求具有要得

急、频率高、额度小、风险大、管理成
本高的特点，传统银行的产品和服务
流程难以满足小微客户的实际需

要。民生银行在开发完善全产品线
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行统一标准、快
速、便捷小微业务操作流程系统，能
够适应小微业务大规模、小额批量业
务处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小微业务
的处理效率。

售后服务全新化、精细化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将传统的贷

后管理提升为售后服务，并专门成立
售后服务部门。通过售后服务为小
微企业提供持续的服务支持和客户
关怀，有选择地进行销售转介，从而
延伸小微金融价值链的后端，增厚小
微金融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逐步
建立催收体系、风险监测体系、客户
行为评价系统等，实现在售后服务中
发现并管控风险，在风险管控中挖掘
服务需求和机会，全面提升该行经营
管理的目标。

做法：有模有样

实践是检验民生银行普惠
金融模式的试金石。多年来，民
生银行扎根浙江大地，大力创
新，谱写了一曲曲“支农扶小”的
普惠金融之歌，有力地激发了浙
江小微企业的活力，助推了浙江
经济转型升级。

支持三农，扶弱变强
临安市龙岗镇有各类炒货

企业 150 余家。经营炒货多年
的吴某，是当地农户的典型代
表，近年来山核桃市场竞争愈
加激烈，吴某面临生存空间的
压力。经过一系列摸索，吴某
找到了外来坚果加工的发展路
径，而扩大生产的资金压力同
样 巨 大 。 农 户 可 抵 押 资 产 较
少，山核桃林又地处偏远，一般
很难获得金融服务。民生银行
业 务 人 员 经 过 与 吴 某 多 次 接
触，了解到客户经营情况和为
人品性，并对临安炒货行业特
性及商户结构深入研究，将该
区域同一行业及上下游客户组
织在一起，以批量化授信为核
心，附设合作社业务模式，提供
融资、结算、理财等“惠农贷”综
合服务，实施了“临安坚果食品
行业批量授信项目”。紧密的
农银合作，使临安炒货产、供、
销一体化经营机制基本形成，
提高了本地山核桃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农业领域是小微企业集聚
最广泛的领域，民生银行结合浙

江区域实际，深入践行“支农支
小，扶贫扶弱”的普惠金融理
念。围绕小微惠农金融，民生银
行杭州分行精耕细作，面向现代
农业小微客户推出的专属化授
信产品“惠农贷”，荣膺“浙江银
行业第二届服务三农十佳金融
产品”称号。

拥抱海洋，只争朝夕
自舟山群岛开发上升为国

家战略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
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以来，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积极响应各
级政府号召，主动融入区域经济
发展趋势，成立了舟山二级分
行，为浙江海洋渔业小微企业提
供专业化综合金融服务。

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小
微规划部门和舟山分行经过系
统深入的市场调研，研究制订出
了舟山海洋渔业项目规划，并广
泛征求舟山渔政部门、渔业协
会、渔业龙头企业及渔民代表的
意见后报送总行，获得总行批复
项目授信金额 8 亿元，主要用于
支持从事近海捕捞、远洋捕捞、
水产市场、大型冷库码头或水产
加工企业等海洋渔业产业链条
上集聚的广大小微企业客户，吹
响了舟山分行以小微支持舟山
海洋渔业发展的号角。

科技金融，高效便利
高效、便利是小微金融模式

的支柱。民生银行不遗余力地
提高小微客户满意度，以科技
手段助力小微企业，充分借鉴
互联网金融优势，以“标准化、
简单化、批量化、网络化”的创
新思维开展小微服务。通过科
技手段，研发了面向小微客户
的小微宝移动服务平台，为小
微 客 户 提 供 实 时 审 贷 放 款 服
务，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现场
服务的业务模式，深受客户欢
迎。

海宁皮革城小微客户陈老
板，因经营货品升级的铺货需
求急需一笔资金支持，但现在
生意处于旺季，根本无法抽身
来银行办理业务。民生银行海
宁皮革城开发团队在与陈老板
深入沟通并了解实际情况后，
组织服务团队来到陈老板的商
铺，通过“小微宝”为陈老板现
场办理贷款业务。经过服务团
队密切配合，陈老板从提交贷款
申请资料到收到贷款资金，全程
仅用时 30 分钟。有感于民生银
行杭州分行服务高效便捷，自己
足不出户便解决了困扰多时的
融资难问题，陈老板专程请人画
裱了一幅事事如意图赠送民生
银行，并题藏头诗一首：“民望家
难及，生意鑫堆积。银匙开金
阁，行云展彩席。”

实践：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