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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关注 5

青城雨中一群最可爱的人
文·摄影/本报记者 王利军

10日晚~11日上午，首
府持续降雨。11日早晨，记
者在街头目睹了交警冒雨
疏导车辆、环卫工水中捡拾
垃圾等场景，众多网友也在
朋友圈晒出他们随手拍的
感人图片，并纷纷留言。

镜头一：抱小孩“过河”

地点：世纪七路

“这么多积水，这可怎么
办？”望着脚下没过小腿的积
水，刚从21路公共汽车上下来
的白女士自言自语。一个四
五岁的小男孩手里打着伞
紧紧地拉着她的手。不断从
面前经过的车辆推起阵阵
水浪，转眼间打湿了白女士
的鞋。一同下车的乘客，有的
拎着鞋光脚趟水过马路，有
的打着伞走入水中。眼看孩
子上学要迟到了，正当白女
士准备背起娃趟水而行时，
一位交警来到他的身边：

“来，把孩子给我……”怀着

感激的心情，白女士跟着抱
着男孩的交警一起趟水过
了马路。

记者了解到，抱孩子过
马路的交警是赛罕区交管
大队六中队副中队长苏和。
据苏和介绍，得知这两天持
续有雨后，他便早早进行了
部署。当天7时，该中队全体
民警提前到岗，分头在炼油
厂生活区、北京四中、昭乌
达路、后巧报路、滨河北路
等辖区可能积水路段疏导

车辆，并帮助行人过马路，
对积水路段喷发的污水井
设置警示标志。经过2个多
小时的全力疏导，辖区所有
积水路段和高架桥、地铁处
等施工路段通行正常，没有
出现车辆滞留情况。

镜头二：帮乘客追背包

地点：世纪五路

“民警同志，我刚刚把
背包遗忘在57路公交车上

啦，您快帮我想想办法……”
10时50分许，一位女乘客匆
匆来到世纪五路岗厅，请求
民警帮忙追回背包。民警了
解情况得知，该乘客刚刚乘
坐57路公交车，从昭乌达路
凯元广场站下车时不慎把
背包落在了公交车上。随后
民警通过对讲机联系到世
纪七路岗厅民警，将途经的
57路公交车拦停。根据民警
描述，公交车司机在座位上
找到了女乘客落下的背包。

11时20分许，从民警手里接
过失而复得背包，女乘客高
兴地连声致谢。

镜头三：环卫工下水捞

垃圾

地点：金源街

“这个地方的污水井被
堵住了，不时有垃圾被冲到
马路上，红灯亮起时，就得
赶紧下水把垃圾捞出来，不
然对过往车辆存在安全隐

患……”10时30分，在金源
街内蒙古银行附近捡垃圾
的63岁的环卫工刘师傅告
诉记者，他当天5时起就开
始工作了，一边捡垃圾一边
扫水，发现污水井有溢水情
况后，及时通知了附近值勤
交警，交警在此处设立了警
示标志。11时30分，从新希
望街巡查过来的赛罕区环
卫所管理五所的环卫车来
到被堵的污水井抽水。

网友发言

网友微笑向前行：环卫

工是城市美容师，他们是风

雨中最可爱的人。

网友白云飘飘：我家孩

子今天被帅气交警抱过积

水马路，好温暖哦。

网友未必不可：你们在

雨中守护了大家的出行安全。

网友五百年前是一家：

感谢世纪七路美女交警，冒

雨疏导交通。

这些日子，在上海一家
大润发超市的冷饮专柜，伊
利巧乐兹、苦咖啡、甄稀等
充足的冷饮产品又成为市
民的首选。充足的产品需要
冷饮经销商提前备货，备货
需要大量资金，而融资难就
是摆在经销商眼前的实际
困难。不过今年，为华东五
省600余家现渠超市供货的
冷饮经销商内蒙古阿拉善
游牧天地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就找到了解
决办法，该公司通过伊利集
团产业链金融中心申请备
货融资，490万元贷款很快
到账，问题迎刃而解。据了
解，伊利集团于2009年开始
实施产业链金融战略，致力
于为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
业解决资金问题，使众多合
作伙伴在运营发展方面无
资金之忧。

融资业务办理高效便

捷

内蒙古阿拉善游牧天
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位于上海市闵行区，
谈到与伊利合作的印象，执
行董事沈沉告诉记者：“从
开始和伊利合作到现在，伊

利对我们关怀备至，经常与
我们探讨经营中存在的问
题，并及时帮助解决。给我
的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非
常温暖。”

对于冷饮经销商，每年
从1月份开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备货，尤其到了5月、6
月、7月旺季，进货量更大，
备货需要的资金也比较多，
所以每年此时，也是沈沉对
资金最渴求的时候。今年年
初，就在沈沉为备货款项而
惆怅的时候，伊利工作人员
告诉他可以通过产业链金
融中心融资。

“没想到这么便捷！”当
谈到贷款程序是否复杂时，
沈沉坦言，“一开始我还担
心公司的资质是不是符合
要求，当我把公司的营业执
照、征信报告等基础资料提
交后，审核很快通过，手续
也非常简单。”490万元的贷
款很快到位之后，沈沉由衷
地感叹伊利产业链金融中
心效率之高。沈沉的公司还
经营其他业务，这些年为了
贷款，没少与银行打交道，
对银行贷款之难深有体会。

“与以往在银行贷款相比，
伊利总是设身处地的为客
户着想，通过视频或见证等

方式签署合同，不用跑来跑
去，节省了不少时间。更重
要的是，贷款利息非常低，
为公司省下了一笔不小的
开销。”

服务及时贴心

资金问题解决了，沈沉
就可以把重心放在市场营
销上。“从1~5月份来看，销
售额比去年同期已经翻番，
预计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50%~60%，达到6000万。”沈
沉表示，有了这490万元资
金，销售链的运转得以保
障，对于完成全年的销售目
标起到了关键作用。

据了解，由于受经营规
模和业务特点等限制，缺乏
淡季备货资金问题一直困
扰着冷饮经销商。为了更好
地助力业务发展，产业链金
融中心为冷饮经销商定制
了融资产品，经销商在淡季
只偿还利息，到了旺季再偿
还本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如今，经销商足不出户
就能完成一整套融资申请
程序，办理时间大大缩短，
还能享受到星级客户的贷
款利率。

又到了备货的时候，冷

饮经销商老喻拨通了业务
经理的电话，申请备货融
资。当天下午，老喻打开手
机APP，完成申请程序，10
万元货款随即到账。老喻激
动地说：“以前都是咬碎了
牙，赔着笑脸到处筹钱，银
行的门敲不动，亲戚朋友家
也借了遍，都解决不了问
题。伊利融资业务真是又及
时、又贴心、又有效，跟着伊
利走，想不赚钱都难！”

规模不断扩大

除了冷饮经销商，冷链
运输承运商、合作牧场等上
下游合作伙伴也在伊利产
业链金融中心的资金扶持
下，迅速发展壮大。

“多亏了伊利的产业链
金融业务，公司在仓库建设
和车辆投入方面都得到了
很大改善。”谈到伊利产业
链金融扶持对公司发展带
来的变化，长沙酸奶分仓负
责人罗建业感慨颇深，分仓
初建成后公司的钱所剩无
几，如果再投入车辆及一系
列设备还需要一笔数目不
少的资金，上哪儿筹钱去
呢？就在罗建业为资金一筹
莫展时，酸奶事业部的人告

诉他伊利有针对承运商的
融资业务。

第一次办理保理业务，
一周的时间审批通过，两三
天后资金到账，贴心的服务
让罗建业备受感动。之后，
在伊利的帮助下，罗建业扩
建库房、增加车辆，公司越
做越大。

累计提供138亿融资服

务

自2009年伊利作为信
息中心，向金融机构推荐
合作伙伴；2014年成立融
资性担保公司转型为信用
中介，为合作伙伴贷款提
供担保，2015年成立保理
公司，为合作伙伴办理保
理业务。2017年成立互联
网小贷公司，为合作伙伴
发放小额贷款。伊利的产
业链金融不断创新发展，
切实帮助合作伙伴解决融
资贵、融资难问题，带动产
业链上下游共同成长。

伊利产业链金融业务
聚焦于伊利集团产业链上
下游合作伙伴，以三农三牧
和小微企业为主，这些客户
在向银行贷款方面颇具难
度，不同程度的存在公司治

理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
的情况，金融机构无法按照
正常的评估工具评估其风
险，同时，难以提供有效的
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获得融
资。为此，伊利集团主动承
担起核心企业的责任，通过
核心企业承担实质性风险，
整合银行资源打造统一的
融资平台，为客户提供低
价、优质的融资服务，以解
决其资金需求。

作为全球乳业8强企
业，伊利集团一直致力于解
决产业链企业融资困局，研
究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并
初步探索出一条核心企业
参与、产融结合的有效途
径，以带动整个产业可持续
健康发展。目前，伊利集团
特别设计了青贮保、牧场
保、即期保理、预付保理、分
期保理、远期保理等14款金
融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的
融资需求，有效解决了合作
伙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
烦的问题。截至2017年末，
伊利集团通过下设的担保
公司、保理公司、小贷公司
累计为上下游合作伙伴提
供了138亿元的融资服务，
实现了公司与所有合作伙
伴的协同共赢发展。

伊利：产业链金融助力合作伙伴健康发展
文/本报记者 郑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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