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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重庆分行

开放共赢 全力打造一流跨境金融服务品牌
聚焦跨境融资
科技赋能为企业打开便利之门

传统汇入汇款融资业务中，客户贸
易背景真实性把控难，银行复杂的单据
审核要求无形中也增加了客户的财务
成本。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帮助中
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及出
于对贸易背景真实性的把控以及避免
重复融资的考虑，浦发银行充分利用区
块链平台中“出口应收账款融资”的应
用场景，对客户提供报关单真实性以及
是否重复使用、是否超额融资等方面进
行校验，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物流等其
他单证，综合评估贸易融资背景，为符
合条件的客户办理出口融资。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打破了银行在
服务实体经济和把控业务风险“两难”
的困局，适用于有出口融资需求的进出
口贸易企业。相较于传统交单模式项
下的出口融资，区块链平台中“出口应
收账款融资（发货后）”的应用有效地嵌
入实际交易场景，浦发银行通过服务引
导，技术推动，用活用足区块链技术中
的风险管控措施，有效降低客户财务成
本，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更佳、更低成
本的融资体验，更为中小企业注入金融
活水。

聚焦“一带一路”
助推企业开拓境外资本市场

自2016年以来，在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指引下，特别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落地重庆以来，重庆市企业开始与国际
资本市场接轨，境外发债进入密集期。
但渴望跻身海外市场掘金的一些重庆
企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自身
业务局限，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国际资本
市场认可度较低，债项评级时间长且评
级结果差强人意，亟待寻求优质银行给
予增信。

今年初，某客户面临此类问题，浦发
银行向客户推荐以备用信用证方式为其
发行担保增信，以提升客户债项评级的
方案。方案迅速得到各方认可，并以该
种方式实现项目落地，该笔债券的成功
发行，是近年来新币债券市场首单以备
用信用证增信结构发行的新币公募债，
也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首笔新币公募
债券，更是浦发银行以备用信用证担保
的首笔新币债券，形成了示范效应。同
时，该笔债券的发行在帮助客户打通跨
境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同时也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客户品牌形象，帮助客户顺
利进入境外资本市场，为后续创新业务
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客户后续自

身业务经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聚焦自贸区建设
创新业务开拓便民服务领域

浦发银行积极发挥多元化、国际化
优势，加快政策对接、产品研发，不断创
新自贸区业务，尤其是试点资本项目收
入结汇支付便利化取得新突破：试点
前，企业办理资本项下收入支付业务要
经过合同提供、银行审核、企业支付、后
续真实性材料补充4个环节；试点后，
自贸区内的企业凭一张支付命令函，仅
填写收款人和资金用途，就完成全部支
付手续。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
化采取的“先支付使用，后审单证”管理
模式，大大提高了资本项目资金使用的
效率，给自贸区企业引进外资带来方
便。截至9月，浦发银行已累计为数家
自贸区企业办理资本项目收入结汇便
利化支付，付汇金额超过9.2亿元。

为减少客户的笔头成本、脚底成

本，提高外汇汇入汇款业务办理的时效
性，浦发银行从“客户体验”、“风险控
制”、“成本效率”等方面出发，强化外汇
业务电子渠道加载，向客户推出公司网
银外汇汇入汇款线上服务，该服务具有
到账通知、0元即办，全程线上、自动入
账，智能审核、加速办理等诸多便利，实
现了外汇来账系统自动短信通知到客
户、外汇汇入汇款线上化、电子化，减少
人工干预度，满足客户对资金入账的时
效性需求。该项功能今年5月投用以
来，客户的服务体验大为提升。

聚焦汇率风险防范
打造企业“贴心外汇管家”

随着更多企业经营触角的扩展，业
务向境外发展，包括境外资源收购、跨
境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生产线转
移等，通过对客户诉求梳理，分行发现
了外向型企业普遍面临着亟须解决的
痛点——汇率风险。

当前国内企业跨境贸易业务日益
频繁、外币融资日益普遍，但都面临的
汇率、利率等风险因素给企业带来了额
外的风险敞口。若放任汇率波动，忽视
汇率风险管理，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综合
债务成本上升风险。基于客户生产经
营中规避汇率风险的诉求，浦发银行贴
心推出了“浦银避险”品牌，为企业保驾
护航。

今年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在企业境
外发债后资金回流的套保方案上卓有
建树：客户方面，7月，浦发银行与金科
集团合作落地CCS外汇套保业务3亿
美元，境外债套保业务创下分行外汇衍
生交易单笔最大金额；产品方面，针对
集团海外发债资金回流面临的汇率风
险，巧妙设计“加盖+托底”的创新货币
互换套保结构，实现增利和加盖的交易
做法，通过专业精妙的衍生品结构设
计，价格优势明显，市场竞争中易取得
交易份额。

李海霞
图片由浦发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在国家区域发展和

对外开放格局中，作为

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

市和国家中心城市，重

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积极

响应国家战略、政策导

向，提高站位、开拓创

新，耕耘中新项目近 4

年，充分把握跨境业务

的发展机遇，主动顺应

境内外市场的变化，开

放共赢，全力打造一流

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力

挺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

分行根据贸易企

业、投资企业、工程和劳

务承包企业、跨国经营

企业、金融机构客户的

不同需求，依托总行境

内外渠道、资源，离在岸

联动优势创新产品，通

过海外直贷、海外发债、

跨境贸易融资、跨境并

购、跨境资金池、外汇衍

生交易、国际保理等产

品和服务，切实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与新加坡，中新项目新机遇”投资人推介会与会人员合影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获跨境人民币业务普惠服务奖

数说秋天的礼物
一年一度的秋季VIP答谢活动是大坪

商都的重磅营销节点，而对于广大消费者而
言，更是一次例行的消费狂欢。在今年“时
光·里”秋季VIP答谢活动中，为答谢顾客们
长期以往的支持厚爱，大坪商都不仅精心打
造了浓厚的购物体验氛围，更以大力度的优
惠活动作为“秋天的礼物”答谢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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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商都 向最美时光致敬，为品质生活喝彩
“时光·里”秋季VIP答谢活动即将启动

“物质生活水平日渐提高，
人们在享受当下幸福生活的同
时，也时常会怀念起曾经的时
光，回忆起儿时的美好。”大坪
商都负责人表示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以“时光”作
为主线，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
元素相融合，曾经的时光致敬，
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表达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期
间，3000多万人来到渝旅游，
重庆也摘得全国旅游人气桂
冠，成为新晋热门旅游城市。
而解放碑、洪崖洞、磁器口、长
江索道等重庆独特地标也相继
成为旅游打卡的热门景点。为
此，大坪商都也借势将商场空
间利用起来，并邀请专业美陈
设计团队将各大热门打卡点

“搬进”商场，让新老顾客在感
受重庆独特魅力的同时，也能
回忆起与这座城市共同度过的
时光。

据介绍，“时光·里”秋季VIP
答谢盛宴将分成4个部分——觅
时光、遇时光、品时光、忆时光。
通过创意视频、线下沙龙、文化表
演、传统技艺展示等方式，从不同
的侧面反映出人们生活的变迁。

“如今，人人都热衷于用

手机记录下生活中所遇到的
各种趣闻，并上传至短视频社
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这也
是新时代生活方式的一个缩
影。”该负责人表示，大坪商都
在“觅时光”单元中，将以“遗
失的美好”为主题，发起一项
征集活动：参与抖音话题挑
战，上传重庆热门打卡点或深
井老街视频，添加话题#大坪
商都重庆 vlog 并且@嘟嘟妹
1958228081，参与视频点赞数
前3名可获好礼一份。

“以视频记录重庆记忆中
的画面，留下时光的印记，剪影
出重庆的模样，既是向时光致
敬，向深爱的城市致敬，更是向
日新月异的祖国献礼。”顾客彭
先生表示，过去的美好时光与
新时代的方式相融合，不仅能
展现出新时代老百姓的生活态
度，更能激励自己不断向前，展
望未来。

此外，大坪商都还将通过
不同的方式去将传统文化元
素与现代生活方式有机融
合。例如，在“遇时光”中，将
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蜀绣带
到了商场，并邀请到专业蜀绣
老师现场讲解蜀绣故事，同时
还将手把手为顾客们进行教

学。同时，还将以“时光的味
道”为主题，举办甜品沙龙，让
大家一边重现儿时记忆中传
统甜点，一边品鉴新式甜品的
色味俱佳在浓郁香醇的氛围
中了解甜品、享受甜品，这不
仅仅是一种时尚，更是一种不
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带有浓厚
重庆文化色彩的川江号子也将
亮相于本次“时光·里”秋季VIP
答谢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
作为传统民间音乐，川江号子
将与同样代表民间舞蹈的街舞
快闪进行一次跨界融合，也许
当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与现代的
潮流文化形式进行激烈碰撞之
后，会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视听
盛宴。

“时光的故事总是值得怀
念，对于未来的展望更是无比期
待。在新时代，在企业发展的道
路中，一定要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该负责人表示，大坪商都始
终以满足顾客的物质需求和精
神需求作为奋斗目标，坚持“商
文融合”核心经营方针，不断发
挥创新精神，力求为顾客们创造
出一个又一个能够引起精神共
鸣的主题营销活动，打造成为人
们提供生活方式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

汪正炜
图片由新世纪百货大坪商都提供

时代的碰撞：为生活注入新活力
时光不染，岁月流金。

时光，见证了祖国的

发展与进步，也见证了老

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为了向过去

的时光致敬，在新时代的

起点展望未来，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由新

世纪百货大坪商都主导

的一场“时光·里”秋季

VIP 答谢活动即将于 10

月18日正式启动。活动

将通过传统与现代交织

带来的碰撞，让人们深刻

感受时代印记，找寻美好

回忆，体会沧桑巨变。

延
伸
阅
读
》》

秋季VIP活动平面布局 重庆地标建筑设计元素：大礼堂、磁器口、喜来登

重庆地标建筑设计元素：洪崖洞

10
10月18日-10月20日，郁美荟微

信会员即可享10倍郁美荟积分。

100
10月18日-10月20日，5000积分

即可兑换100元百货类通用券。

600
针对500名郁美荟VIP会员，定向

赠送600元专享套券（100元家居+100
元百货+200元女品+200元男品）。

甜品沙龙：传统中式糕点与西式甜品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