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专版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郑舒铭

XIAOSHAN DAILY

666

■记者郑舒铭通讯员于回

萧山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作为最早入
驻萧然大地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
浦发银行杭州萧山支行20多年来一直致
力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紧紧围绕实体经
济，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贷款，积极开展金
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

截至今年 3 月末，该行贷款余额
117.86亿元，其中支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
为 59.44 亿元，占该行对公贷款余额的
82%以上。

拓宽融资渠道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浦发银行萧山支行一直积极支持地
方经济建设，重视与部门、镇街等机构交
流沟通。今年年初，该行下辖的浦发银行
大江东支行从政府备案中了解到，当地一
家汽车金属件制造企业为配合整车厂上
新车型，计划上一套技改项目，并有相关
资金需求。客户经理主动上门联系，了解
企业情况，“该企业股东方较为复杂，有一
方在上海，而我们行的总部也在上海，在
审批过程中得到了上级行的积极支持，审
批流程较其他行更便捷。”今年4月，该企
业工业项目贷款1.3亿元已获批。

去年，该行在并购业务支持拟上市行
业龙头企业战略发展也取得新进展。通
过支持我区某重点客户战略性并购项目，
完成该行首笔1.2亿元并购贷款的审批，
发放7000万元。此外，该行还向某环保设
备企业集团授信 8850 万元，其中新增
3500万元用于污泥处理项目的营运期贷
款；向某太阳能发电企业集团授信1.5亿
元，其中新增7000万元用于分布式光伏电

站的营运期贷款。该行与浦发银行舟山
分行一同，完成了浙江石油化工项目20亿
元授信的审批，实际参加银团份额为7亿
元，现已投放2.4亿元。

积极服务高新技术企业
拓展园区合作

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机
器人研发制造企业因发展需要，计划建造
机器人设计、研发中心项目，因而有较大
资金需求。浦发银行萧山支行早在三年
前就与该企业有交流了解，并一直保持联
系，客户经理在得知企业需求后，马上开
始项目评估等工作。今年1月，该企业获
得授信1.8亿元，其中1.4亿元为信用贷
款，根据项目进度已下放贷款2800万元。

“审批过程中该企业存在抵押物不足
的情况，但鉴于企业科技实力较强，拥有
来自浙江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研究团
队，同时深受国内股权投资机构青睐，综
合评估后经过与上级行积极沟通，确定对
该企业提供信用贷款。”该行客户经理介
绍。目前，该企业还牵头引入其他优秀的
机器人制造企业，致力于打造产业集聚
区，浦发银行萧山支行也计划开展相关企
业的金融服务工作。

同时，该行一直非常重视与萧山信息
港等高新企业集聚区的合作，已经与我区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展长期合作。

开拓重点业务
开展客户服务活动

在基金业务方面，浦发银行萧山支行
一直与湘湖基金小镇联系，与湘湖管委会
签署了湘湖基金小镇第三方公共服务合
作协议。此外，该行针对2018年初以来人
民币升值趋势明显、外向型企业客户对汇

率风险规避意识逐渐提高的需求，举办了
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客户交流会，邀请浦发
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外汇交易处专家主
讲。通过活动宣讲及对支行外汇业务客
户的“一户一策”支持，成功落地了“结结
盈”及美元履约预付款等支行首笔业务。

同时，该行通过系列客户活动，密切与
客户关系，先后组织了国际结算客户活动、
授信重点客户活动、代发客户活动、“三八”
妇女节女性贵宾客户活动和贵宾客户体检

活动等。通过系列活动，加强了与客户的
沟通，为后续进一步合作打好了基础。

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去年年底，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召开
“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合作共赢浦发银行民
企恳谈会”，发布支持浙江民营经济16条，
从提升政策指导能力、提升资源支撑能
力、提升内部管理能力、提升产品服务能
力和提升客户服务能力等方面，助力民营

经济发展。浦发银行萧山支行紧紧围绕
分行部署，落实具体政策，推广创新金融
产品。

此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萧山支行及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有关要求，该行认真
落实“百名行长进民企”大走访活动。支
行班子领导亲自带队，已先后走访了8家
民营企业，努力为相关民营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提供更良好的金融服务，努力实现
与优质民营企业共同发展。

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浦发银行萧山支行携手民营企业共发展

2018年9月，中国银保监会对外
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摘
编版，近五年来，在政策支持与各大金
融机构大力践行下，普惠金融成果显
著，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薄
弱领域金融可得性持续提升，金融服
务的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金融扶贫
攻坚成效卓著，金融基础设施和外部
环境逐渐改善。白皮书进一步指出，
应对现存问题与挑战，要突出抓好普
惠金融供给体系、产品服务体系、政策
环境支撑体系、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
消费者教育保护体系等5大体系建设，
不断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
度，统筹实现“普”和“惠”的双重目标。

浦发信用卡作为普惠金融的领跑
者之一，一直以来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创新产品服务与优化用户体验，
不断丰富普惠金融“普”与“惠”的内
涵。通过多项行业首创的金融服务，
带领行业践行普惠金融使命，将更实
惠、更便捷、更利民的优质金融服务传
递给更多人。

2015年，浦发业内首推全卡免年
费服务，除部分提供特别权益的卡产
品外，浦发信用卡其他产品都能无条
件享受终身免年费服务，引领国内信
用卡行业正式迈入终身免年费时代。
此后，浦发信用卡持续加快创新步伐,
接连推出“全卡免盗刷”与“持卡人重
疾意外免还款”服务，广受持卡人好
评。浦发信用卡相关人士透露，当时
很多用户反映担心信用卡盗刷导致个
人财产的损失，浦发信用卡便决定在
行业首创全卡免盗刷，解决了后顾之
忧之后，更多的用户开始使用信用卡
服务。

浦发银行信用卡除了让更多人以
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好的金融服务外，
也积极通过业务创新，在多个维度给
到用户更多的实惠。例如，浦发信用
卡在2018年推出的“周周刷99兑”优
惠活动让用户切实感受到普惠金融

“惠”的价值。持卡人每周消费达到一
定金额即有机会以9元、99元的优惠
金额兑换各类时下最受欢迎的人气好
礼。用户消费金额越多，得到的回馈
也越大。这种“多刷多获赠”的弹性模
式，不仅让用户得到了实惠，更激发了
用户的消费热情。

紧接着，浦发在2019年重磅推出
“刷遍世界、不同返享”的境外消费回
馈活动。活动期间，持卡人于浦大喜
奔APP活动页面报名后，即可参与境
外消费“笔笔返1%”活动及各家卡组
织叠加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浦发“境
外返现”突破性地不设参与门槛、没有
返现上限，所有卡种持卡人均可参与

活动，真正做到了更实惠、更便捷、更
利民。

浦发信用卡人士直言道：“我们之
所以决心将普惠金融的‘惠’扩展到全
球各地，就是希望能通过整合各方资
源，让用户能随时随地感受到更多元、
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惠，从而持续扩
大普惠金融的‘惠’辐射面，为用户构
建美好生活提供更大力度支持。”

不少金融人士评价道，如今消费
者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浦发信用卡

这种消费与回馈绑定的“惠”民活动不
仅能带给消费者实惠，还能激化他们
更大的消费潜力，让金融行业在惠民
生、促消费、服务实体经济领域中发挥
更大的积极作用，为中国经济转型发
展助一份力。浦发信用卡在践行普惠
金融的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不断
通过在产品服务上的创新，让用户获
得更便捷高效的实惠服务，为金融行
业树立了榜样。

走特色的“普惠金融”之路

境外刷浦发信用卡 笔笔返1%刷卡金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

持卡人通过浦大喜奔APP首页搜索“2019境外活动”进入活动页
面报名，成功报名的浦发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在境外合格消费（含境外
线上线下交易），笔笔享1%刷卡金回馈，活动不限额、不限量。

已有“1%返刷卡金活动”的卡片不重复享受。

企业客户正在浦发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对公区域办理业务

为进一步提高小微客户金融服务水平，
解决小微客户借助高成本搭桥资金续借贷款
问题，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推动小微客户
健康发展，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大力推进小微
企业“无本续贷”业务。近日，该行落地首笔
无本续贷业务，为龙湾区某小微企业续贷
300万元。这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积极响应
省市各级政府号召，助力支持小微企业，加快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实际行动。

“无本续贷”主要适用于生产经营正常的
小微客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及其经营者、企业
主、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主要目的是为其节
约融资成本，解决临时资金周转困难的问

题。由于小微客户在经营过程中经常出现资
金回笼日与贷款到期还款日不匹配的情况，
该业务便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新发放贷款结
清已有贷款，小微客户无需还本，就可以继续
使用贷款资金。这样的融资模式区别与传统
的先还本后续贷的业务情景，大大减轻了企
业转贷压力。

后续，该行将继续加大续贷政策落实力
度，加强续贷产品的开发和推广，简化续贷办
理流程，支持正常经营的小微企业融资周转

“无缝衔接”，改进小微企业贷款期限管理，研
发适合小微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产品，切实做好
小微客户金融服务，激发小微企业经营活力。

创新金融支持 助力小微企业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落地首笔无本还贷业务

以上产品预期收益率为预告性质，有可能因为市场原因临时调整，具体以每日浦发网上
银行公布的利率为准。

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准。特别提醒∶理财产品的
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

金城路支行∶82372957、83815611；体育路支行∶83815612；
育才路支行∶82733865；江东支行∶83815319；临浦东藩社区支行∶83815050；
闻堰三江社区支行∶83815658

浦发银行新推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鑫盈利纯债1号（365天）

鑫盈利纯债2号（182天）

鑫盈利纯债5号（273天）

产品代码

2301187516

2301187805

2301187815

定价（%/年）

4.25%

4.15%

4.2%

价格生效日

——

产品名称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定价（%/年）

4.5%

4.5%

申购募集期

5月8日
-5月14日

产品名称

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93天计划

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184天计划

悦盈利之366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366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366天计划

悦盈利之35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35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35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77802

2301177805

2301187602

2301177809

2301177803

2301187603

2301177807

2301177808

2301187604

2301177806

2301177804

2301187601

业绩比较基准（%/年）

4.17%

4.18%

4.19%

4.22%

4.3%

4.24%

4.22%

4.23%

4.24%

3.87%

3.88%

3.89%

申购募集期

5月8日
-5月14日

——

除部分提供特别权益的卡产品外，浦发信用卡其他产品都能无条
件享受终身免年费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