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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是中国建设银
行自成立以来就伴随其成长的传统业
务，最早的名称叫工程预算审查业务，
对于建行天津市分行来说更是一道“招
牌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飘逸着浓
浓的“建行味”。
“贵行积极履行大行责任，以工程
造价咨询为着力点，支持雄安新区建
设，为雄安新区市政道路和综合管廊等
多个重要基础设施提供全过程造价咨
询服务，多项实绩充分说明工程造价咨
询是贵行一张亮丽的名片……”这是中
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在给建
行天津市分行发来感谢信中的赞誉。
老牛亦解韶光贵，
不待扬鞭自奋蹄。
雄安新区即将迎来了 5 岁生日，5
年间，雄安新区风雨无阻、日夜兼程，
向世人展示了千年大计、未来可期的
面貌。 5 年间，建设银行紧跟雄安速
度，见证雄安奇迹，以“拳头产品”造价
咨询服务雄安建设硕果累累：陆续承
接了 26 个重特大项目的造价咨询服
务，总投资规模达 420 亿元，涉及城市
建筑、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数字城市
等板块。建行天津市分行作为建行造
价咨询业务的佼佼者，秉持建行服务
理念，依托建行品牌优势，在服务雄安
建 设 过 程 中 ，用“ 建 行 智 慧 ”
“建行优
势”
“ 建行速度”
“ 建行技术”
“ 建行汗
水”谱写了提升服务国家建设能力、助
力雄安经济建设的瑰丽篇章。

贡献“建行智慧”

“我们服务的 K1 快速路是雄安新
区第一条主干路，是新区城市路网中的
大动脉，通车后雄安站片区和容城组团
间的车程将由 1 小时缩短为半小时。”
建行天津市分行造价咨询业务部负责
人介绍说。 2020 年 12 月 25 日，K1 快
速路一期工程全线通车，项目总投资
全长 15 公里，
其中，
24 亿元，
7.8 公里为
地下隧道；高架桥 14 座，其中，11 座为
地下式立交桥，承担连接雄安高铁站和
荣乌高速公路的重任，串接了雄安高铁
站、起步区、昝岗片区、容城组团、雄县
组团等城市核心区。
自投身雄安建设以来，建行天津
市分行一直是雄安新区工程造价咨
询 的“先 行 军 、探 路 者 ”，通 过 服 务 首
开 的 K1 快 速 路 工 程 ，为 雄 安 新 区 的
设 计 方 案 评 审 制 度 、财 政 评 审 制 度 、
“一会三函”制度等建言献策，为新区
建设项目成本控制建章立制贡献了
“建行智慧”。

让建行造价咨询金字招牌在雄安闪光
——建行天津市分行发挥传统优势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2020 年 9 月，建行天津市分行造
价咨询业务部依托金融科技优势，承
做了雄安新区首个信息化项目——雄
安高铁枢纽片区智能化道路和 5G 车
路协同造价咨询服务，再次抢占市场
先机，并且不负众望，高质量地完成了
咨询任务，期间多次为处于初创期的
数字城市公司捋顺各项流程，解决燃
眉之急，建立起了紧密关系，为服务雄
安新区数字化领域造价咨询市场奠定
了良好基础。

挥洒“建行汗水”

依托“建行优势”
2020 年 12 月 27 日，被誉为“千年
大计”的开路先锋——京雄高铁全线
贯通运营，雄安站枢纽正式投入使用，
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车程缩短至 50
分钟，首批旅客已由雄安站乘接驳巴
士通过 K1 快速路方便快捷地通往了
雄安新区各地。建行天津市分行服务
的雄安站枢纽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工程
如期竣工，是保障京雄高铁如期开通
的先决条件。本工程主要包括雄安站
综合管廊、站前道路和排水管网等，总
投资 54 亿元，是新区最大基础设施工
程，其中，综合管廊长 14 公里，宽度 27
米，最大开挖深度 22 米，相当于 7 层
楼高，管廊内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预
留的双向 6 车道物流通道，满足未来
无人驾驶物流车的通行，下层铺设了
电力、热力、给水、通信等 7 类管道，保
障雄安站枢纽的正常运营。
造价咨询技术作为建行的“拿手
菜”，多年来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实力、
专业的人才队伍、丰富的实战经验，依
托建行传统业务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建行天津市分行承接了本工程的全过
程造价咨询服务，攻克了诸多工程造
价咨询的难点，在技术上领先同业，占
据了该领域技术制高点，为国家节约
了大量建设资金。

建行天津市分行造价咨询部服务团队在雄安施工现场
刷新“建行速度”
“C2 地块的施工进度产值核算工作
量巨大，
我一直担心你们无法按期完成，
影响资金拨付，耽误工程进度。没想到
你们工作起来积极主动有担当、快捷高
效有方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保质保
量地完成了咨询工作，还提前完成了任
2020 年 12 月 20 日，
务，
真是
‘神算’
啊！
”
容东片区 C2 地块安置房如期封顶后，
负
责开发建设的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负
责人感慨地对建行天津市分行造价咨询
部负责人说道。容东片区是雄安新区建
设的先行区，
建筑面积约 900 万平方米，
是雄安首个大规模建设工程，为后期探
索
“雄安标准建设模式”
起着标杆引领的
作用，有效工期只有 1 年时间，体量空
前、
工期紧迫、
意义重大。
建行天津市分行承担了容东安置
房 7 个地块中的 B2、C2 两个地块、共计
150 多栋楼的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总
投资约 90 亿元，目前，安置房已全部交
房入住。建行天津市分行提供全天候

即时响应服务，至今已完成安置房咨询
任 务 757 项 ，出 具 正 式 成 果 文 件 126
份 ，提 供 合 理 化 咨 询 意 见 、优 化 方 案
303 条，累计核减各类不合理费用 15
亿元。克服疫情影响，派员驻扎施工现
场，施工期间每天测算工程进度产值，
每周汇报造价管理工作，核验各项经济
技术指标，牢牢把住安置房工程成本的
“方向舵”，以“建行速度”为雄安新区整
体开发建设“腾旧建新”项目的顺利完
成提供了保证。

建行天津市分行作为有担当的国
有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是雄安新区开
发建设的先遣军，承担着开发建设方
案优化、探索投资管控制度等重任，为
合理节约国家建设资金、创建廉洁雄
安起到了立杆打样的作用。天津市距
离雄安新区约 140 公里，5 年来，造价
人员驱车往返天津与雄安之间的里程
超过 16 万多公里，足够绕地球赤道四
周。在施工高峰期间同时有几十名专
业人员派驻现场，每个派驻雄安的员
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他们多年来以
工地为己家、以项目为己业、以职责为
己任，克服各种个人困难，始终坚守在
工程一线。

中国雄安集团曾赞许道：
“ 有建行
为雄安的建设成本把关我们放心，也希
望其他咨询机构都能向你们看齐！”自
雄安集团每年对入围的造价
2019 年起，
咨询机构开展综合评比，建行天津市分
行连续三年排名都是第一，2021 年还
获得了“年度优秀造价咨询机构奖”
“年
度特别贡献奖”两项殊荣。 2019 年至
今，建行总行和建行天津市分行共收到
中国雄安集团及二级公司 8 封专门表扬
建行造价咨询业务的感谢信，感谢建行
将几十年为国家管控固定资产投资的
先进理念、宝贵经验带到雄安，为新区
投资管控保驾护航，称赞其“是雄安新
区工程成本管控的主力军，起到了标杆
和榜样的作用。
”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5 年间，建行天津市分行尽管遇到
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依然初
心不改、凌寒花开，始终把锤炼政治担
当放在首位，把服务国家建设摆在前
端 ，这 是 服 务 雄 安 新 区 的 核 心 优 势 。
2022 年，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和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同步推进阶
段，建行天津市分行将继续运用跨界
双领域优势，不断擦亮建行造价咨询
的金字招牌，为服务国家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魏伟 金洁

发挥“建行技术”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在“雄安
新区城市智能化管理领域”章节提出：
“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
施，打造全球领先的数字城市。”中国雄
安集团专门成立了数字城市公司负责
建设“数字孪生城市”，雄安新区对新基
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造价咨询
业务需求凸显，将各造价咨询机构带入
了新的领域，
没有任何先例、规范可循。

建行天津市分行服务的容东安置房B2组团结构封顶

天津农商银行以金融之力助推都市型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天津已经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新征程，都市型
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逐渐形成，呈现出区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为此，作为根植本地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天津农商银行创新
性提出“金融助推都市型乡村振兴”模式，健全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基础金融服务，推出特色金融产品，充分发挥金融“血液”作用，更
好地服务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和农民创富，促进现代化大都市发展形势下的“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
拓展提供强有力金融保障。
天津农商银行共有涉农区营业网点364家、金融服务站1023家、金融服务便民点1032家，在全市形成了以网点为核心、站点为
主力的农村服务网络。截至2021年末，天津农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266.5亿元，较年初增长21.67亿元，增速8.85%，高于各项贷款增
速3.69个百分点；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01.15亿元，较年初增长19.33亿元，增速23.63%，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8.47个百分点。
优化金融服务机制
助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
天津农商银行坚持立足本域、深耕
当地、服务“三农”
。将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作为最重要战略，
发布推动都市型乡
村振兴实施方案，
与市农委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
成立全市首家金融支持乡
村振兴示范点，
筑牢金融助推都市型乡
村振兴基础。以金融助推都市型乡村
振兴信贷投向重点安排等多项制度为
根本，打造乡村振兴授信项目申报“绿
色通道”，切实提高响应速度和审批效
率，
逐步形成了优化乡村振兴授信审批
和支农支小尽职免责的新模式。
以整村整园授信工作，
助推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天津农商银行通过访谈
村两委、村干部、调查户籍人口、产业构
成、外出务工情况、宅基地及耕地规模
等方式，对全市 3509 个行政村开展整
村尽调工作。以“线上+线下”相融合
的小额信用贷款“吉祥农贷”
为依托，
将
智能决策服务引入信贷业务流程中，
利
用移动设备受理客户申请，
实现客户仅
需“跑一次”即可办理贷款的整村授信
新模式。推进“整园预授信”，
助力农业
企业集群发展，分析农业企业特点，科
学匹配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
分层
分类提供精准服务，
提升农业企业服务
质效，结合园区企业特点，围绕重点行
业产业链批量获客。

强化关键领域金融供给支持
天津农商银行着重增强农业农村
重点领域金融供给，
聚焦加快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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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
持续强化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
持，聚焦“三农”领域短板，加大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
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使
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率、满意度不断
提升。
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里，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重
要指示，支持“菜篮子”工程建设，提供
相关授信贷款 9.37 亿元；支持市级龙
头农产品企业、绿色信贷企业等，实现
贷款投放超 4 亿元；支持粮食种业、生
物育种及经济作物等累计投放贷款
3.15 亿元。聚焦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宜居宜业的新农村，
启动名单制服
务计划，下发基建项目营销名单，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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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业地区基础设施贷款投入，
贷款
余额近百亿元。创新服务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农户，
大力推广“农家乐”
贷款
产品，助力民宿等特色涉农新产业，支
持地方农业旅游投放专项贷款近一亿
元；支持蓟州苗木产业发展，充分发挥
华北地区最大专业批发市场的优势，
重
点支持经营苗木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全
年累计投放金额 10.7 亿元。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
紧跟脱困农民特别是转型农户需
求，
着力满足新形势下农民多元化金融
服务需求。采集全市困难村客户信息，
投向困难村贷款余额 66.22 亿元，累计
发放支持困难村特色产业发展贷款
5.4 亿元，推动信贷精准扶贫工作，用
实际行动履行金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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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特色金融产品
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紧紧围绕普惠金融重点领域，
相继
推出贷款、存款、理财等一系列金融产
品，满足广大农村客户多样化金融需
求。天津农商银行以囤粮价值及土地
承包面积作为核定贷款额度依据，
利用
智能摄像头进行监管，创新推出“春耕
贷”业务，积极支持粮食生产和现代农
业发展。根据农村分布式光伏建设，
采
取“农户/小微企业+银行+光伏合作方”
模式，开发“光伏贷”产品，健全绿色金
融服务体系。发行乡村振兴大额存单、
乡村振兴特色理财，增加“零存宝”、智
能存款、专属存款等，
丰富金融产品“货
架子”。创新推出农证通、涉农信保通

发行热线:58106600

等多种金融产品，利用“国内证+福费
廷”模式，为涉农客户提供综合服务方
案，
助力乡村振兴企业“走出去”。
坚守“三农”
定位不动摇，
扎实推进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天津农商
银行 2000 余家金融服务站点全部扎根
涉农地区，
其中金融服务站全年累计交
易 600 万笔，交易金额 73 亿元，真正打
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加快农村
营业网点自助设备投放，
新增布放智能
柜台主柜 252 台、现金附柜 96 台，新增
更新社保卡移动发卡设备 133 套，全年
智能柜台业务量超过 80 万笔，实现社
保卡发卡 68 万张。为全市近 2000 户
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账户管理、支付结
算、资金监管、补贴代发等综合化金融
服务。借助身份识别、高速音视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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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搭建远程视频银行，实现二、三
类电子账户远程开户等多项功能，
有效
解决偏远农村地区开户难题。

推动农村数字金融创新

天津农商银行顺应数字金融发展
大势，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大力推进
农村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移动服务终
端、线上结算、智慧电子平台、远程服务
的广泛应用将农村金融服务变得更智
能、更便利，
实现了农商服务“加速度”，
以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加快涉农地区医院、学校数字场景
建设。为涉农地区医院搭建“智慧医
疗”
平台，
实现资金流、信息流的完全电
子化，将金融功能嵌入整个医疗流程
中，目前已为武清、宝坻、蓟州、静海涉
农区重点医院提供多渠道挂号、结算等
综合服务。在涉农地区为 196 家幼儿
园、中小学等客户免费提供“校 e 捷”产
品；围绕农村教师和学生的在校生活，
开发推广“校园一卡通”
产品，
在部分学
校实现先批投产上线。以金融力量助
力涉农地区营商环境优化。推进与市
场监管委“一窗通”
系统对接，
完善对公
客户开户流程，实现线上开户预约，让
新企业“开户难”成为了过去时。在津
南等 7 个涉农地区代理财政电子化集中
支付业务，为涉农地区 184 家预算单位
提供财政资金代理拨付服务。科技金
融力量温暖特殊客户群体。加强对老
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金融服务，利
用移动柜台，实现涉农客户信贷支持、
业务办理、上门服务等诸多功能的有机
融合，打破银行网点物理藩篱，将银行
服务真正送到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天津农
商银行将紧紧围绕“十四五”
战略规划，
着眼天津“双城”发展格局和乡村振兴
发展机遇，聚焦“政府金融、数字金融、
绿色金融、
‘三农’
金融、科技金融、产业
金融、教育金融、消费金融、幸福金融”
等“九大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更加专
业、更加精准、更加全面的特色金融服
务，
推动形成金融助推都市型乡村振兴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为天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贡献农商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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