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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金 融

新闻客厅

保险之窗

今年以来，中国太保寿险无锡
分公司以增强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
和获得感为目的，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聚焦老年群体持续推行适老化服务
举措，帮助银发族享受科技、便捷的
太保服务体验。

关爱老年居民，开展金融知识、
保险服务进社区活动。活动期间，该
公司走进多个社区，聚焦老年人日
常生活及保险服务涉及的高频事
项，开展金融知识趣味竞答活动，主
动提供保险咨询服务，并邀请老年
居民体验健康检测，引导老年人提
高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意识，切实提
升银发族对智能金融服务的获得
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立足网点主阵地，强化“面对
面”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该公司在营
业大厅设立消费者教育专区，并通
过播放活动宣传标语、张贴宣传海
报、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主要与老
年客户多角度接触，向他们宣传金
融保险知识，引导他们自觉远离并
抵制非法金融活动。

推行适老化服务，温暖“慢”人
群。该公司积极推动“智能学习有人
教、服务办理有人陪、科技应用有人
帮”的老年客群特色服务，在营业大
厅设置老年人爱心服务专窗、老年
人爱心专座，优先为老年客户提供

“一站式”服务引导，与老年人共同
学习、感受“灵犀机器人”等智能设
备。 （孙雯玉）

帮助银发族享受科技便捷的太保服务

中国太保寿险无锡分公司
组织惠老金融知识宣教

为切实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
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今
年 9 月以来，国联人寿积极开展
2021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宣教
活动。

在活动中，国联人寿注重分层
级细化执行方案，整合内外部资
源，组织内外勤全员参与活动。在
办公职场、营销职场等区域张贴主
题海报，通过广告机、电子屏播放
金融知识普及口号、海报、视频等，
充分营造宣传教育氛围。同时，国
联人寿利用公司官网、官微、公众

号、视频号等自有平台，发布保险
金融知识图文和非法集资风险防
范提示内容；制作《如何防范非法
集资陷阱》动画短视频，以通俗易
懂、风趣幽默的形式向消费者传播
保险金融知识，引导消费者理性选
择金融产品和服务。

此外，国联人寿还聚焦“一老
一少”重点人群，因地制宜开展“寻
找故事里的你”等客户访谈活动，
现场答疑解惑、发放宣传资料，提
升“一老一少”运用保险管理风险
的意识。

形式多样 寓教于乐

国联人寿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近日，交通银行无锡分行成功
为某金融机构上线了本地区首单
CIPS标准收发器间参版业务。这是
该行继成功为企业客户上线首单
CIPS标准收发器后，首个同时成功
搭建间接参与银行版和企业版跨境
金融支付场景的金融机构，对于进
一步推进无锡地区跨境人民币结算
便利化将起到示范作用。

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
对我国摆脱跨境人民币清算境外网
络依赖，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

着重要意义。交通银行作为以“国际
化、综合化”为经营特点的国有银
行，在CIPS标准收发器的设备供
给、专业服务上具有先发优势。

据了解，此次交通银行无锡分
行成功搭建间接参与银行版和企业
版跨境金融支付场景后，具有集中
对账、支付追踪、跨境人民币业务一
体化处理等功能，能够大幅提升跨境
支付效率，且付款过程实时可视，是
企业加快资金周转、降低财务成本的
有力帮手，也为交通银行无锡分行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创造了条件。

提升跨境支付效率 付款过程实时可视

交行无锡分行搭建间接参与
银企“双版”跨境金融支付场景

近日，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
行、无锡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
会联合授予光大银行无锡分行全
市首批“惠老金融服务示范网点”
称号。

近年来，光大银行无锡分行多
措并举丰富敬老服务手段、提升适

老金融服务水平，助力老年消费者
跨越数字鸿沟，努力做到想老人所
想，智能服务更适老；急老人所急，
阳光服务更亲老；解老人所惑，安
全防范更护老。

今年3月以来，人民银行无锡
市中心支行、无锡市金融消保协会

组织在全市银行系统内开展“惠老
金融服务示范网点”创建工作。9
月，人行无锡中支选取了2020年
金融消保工作考核评价A类及惠
老金融服务成绩突出的部分银行
机构，开展了首批“惠老金融服务
示范网点”现场评估工作，并在充

分征求市金融消保协会、市金融
系统金融科技工作联合会意见基
础上，综合得出考评结果。光大
银行无锡分行因厅堂服务、自助设
备管理、公益服务与教育宣传等方
面惠老服务成绩优异，获得该项殊
荣。 （黄文燕）

光大银行无锡分行惠老服务手段多

日前，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
行联合无锡市总工会、无锡市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共同举办以

“金融惠民显担当、绿色普惠筑梦
想”为主题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现
场会活动。

会上，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
行发布了全市绿色普惠金融发展
15个项目任务，分别聚焦金融支持
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金融支持

“三农”绿色发展、金融支持个人绿
色投资消费、加强绿色普惠能力建
设、强化绿色普惠政策保障5个方
面。同时，还发布了本市首批7个
具有典型性和推广价值的绿色普
惠金融产品；还对全市首批 8家

“惠老金融服务示范网点”和10个

“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站”进行了
授牌。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无锡市中
心支行组织全市银行业广泛开展
了“金暖银发”惠老工程，从惠老金
融产品供给、惠老智能设施改造、
惠老服务网点建设等5个方面实
施金融惠老。截至9月底，全市共
建立724个惠老服务专区、898个
绿色窗口、53个惠老金融服务示范
点；全市金融机构还与500多个社
区构建银社合作机制。此外，人民银
行无锡市中心支行与市总工会签署
了“劳动者爱心服务”合作备忘录；
市金融消保协会向全市银行成员单
位发布开展“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
和“惠老金融服务”活动的倡议。

金融惠民显担当 绿色普惠筑梦想

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
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269家企业获得总额1948.91
万元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补。”
这是记者昨从江阴市金融办获得
的消息，奖补企业数量和奖补金额
均再创新高。

2019年起，江阴市建立企业研
发费用奖励制度，实施对辖区企业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细则，旨在
通过政府的奖补机制，引导和鼓励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推进
企业转型升级。政策实施当年，该
市就有44家企业符合条件获得奖
补资金584.12万元。去年，该市共

有184家企业符合条件获得补助资
金1029.77万元。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除根据
企业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按一定
比例给予奖补外，今年还新增了对
首次进行研发费用归集、设立研发
费用会计科目的规上工业企业的
补助。”江阴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此项奖补资金的发放，该市
主要采用“企业先投入，政府后补
助”的方式，以此较好地提高了当
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刘兴荣）

科技创新奖励红包越来越厚实

江阴269家企业获近2000万元奖补

最近，宜兴市处非
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等部门组织人员深入当
地社区，开展主题为“远
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
诱惑”的防范非法集资
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向
居民详细介绍非法集资
的主要形式、明显特征
和惯用套路，提醒居民
不要因贪图高额回报而
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套，
并呼吁大家积极举报身
边的非法集资行为。

无锡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
兴业银行无锡分行合作了8年的

“专精特新”企业，近日，上交所正
式受理了该公司科创板上市申
请。该企业主要从事声表面波射
频芯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背后，离不开
兴业银行科创金融的鼎力支持。

2013年，兴业银行无锡分行
与该企业开始融资业务合作。“当
时企业想要实现产业创新升级，资
金面临较大缺口，我们实地了解后
认为这是一家前景较好的科创企
业，为他们量身制定了服务方案，

首次提供500万元的贷款授信。”
之后，兴业银行无锡分行一路开
展跟踪服务，贷款授信额度逐渐
提升到了1.5亿元，与该公司达成
了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作为业内较早布局新
三板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早在
2013年就与全国股转系统签署协
议，共建中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
平台，2019年成为新三板投融通
首批上线银行。兴业银行实施
的“芝麻开花·科创小巨人”培育
计划，主要根据企业在初创、成
长、成熟三个阶段的不同需求，综

合应用商行和投行两大门类金融
工具，为培育和扶持中小企业成
长、上市提供一揽子专业化金融
服务。

目前，兴业银行无锡分行已与
全市300余家获评省高新技术企
业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包含
生物医疗、新能源、新型智能产品、
芯片半导体等行业，在提供基础银
行服务外，兴业银行无锡分行还会
根据不同企业的资产情况提供个
性化金融服务，疏通企业发展中存
在的诸多“堵点”。

“不同于传统企业，很多科创

型企业没有厂房、土地可以抵押，
找人担保贷款更是困难，针对这样
的中小型科创企业，我们会提供无
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解决
他们融资难问题。”兴业银行无
锡分行企业金融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近年来，为加大对

“专精特新”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该行针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
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业人
才的中小微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
押贷”“科技成果转化贷”“人才贷”
等特色信贷产品，以更好地服务此
类科创企业融资。

从小扶起，陪伴式服务助企业茁壮成长

乐做“小巨人”成长路上好“伙伴”

锡城银行助力“专精特新”各显神通
□本报记者 吴梦佳、见习记者 陈文君

近期，“北交所”和“专精特新”成为金融圈最热关键词，不言而喻，国家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
力度正在不断加码。支持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发展之路已成为重要政策导向。

“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含量高、多为轻资产企业，缺乏有效担保，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它们成
长为“小巨人”的道路上，银行业应如何做好服务？记者近日赴本地多家银行采访，这些银行正纷纷出台
配套服务方案，部分布局较早的银行在该方面的服务已渐成体系并初见成效。

“今年入选工信部第三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名单的34家无锡
企业中，逾七成与招商银行建立
了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其中有
不少已经是招行服务10多年的老
客户了。”何以先人一步，达到这
样高的服务覆盖率？招商银行无
锡分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助理
陈虎表示，介入早，提供多元化、
成体系的服务就是该行的秘诀。

本市某主营光伏逆变器的
“专精特新”企业供应商数量众
多，几乎遍布全国。招商银行通
过颇具特色的“全国做一家”供应

链服务模式，将该公司的信用向
上游中小供应商传输，不仅解决
了供应商的融资需求，也为核心
企业建立起稳定的供应链生态
圈。

北交所渐行渐近，它为中小
企业奔向资本市场开辟了新路
径。在奔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中，
企业衍生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融资
需求。据陈虎介绍，招行将“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重点支持
的目标客群，服务覆盖企业发展
的各个阶段以及多维度需求，助
力企业成长为细分行业龙头。

“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了解
到很多成长为细分行业龙头的

‘专精特新’企业，已经达到一定
利润水平和发展规模，它们对于
贷款的需求已经不那么强烈，但
对于战略投资的需求非常高。”陈
虎介绍。因此，招行针对这部分客
户推出了创新服务。比如，招募圈
平台聚集了大量股权投资机构和
有需求的企业，为两者提供股权投
资撮合服务；选择权贷款可根据企
业需求，将招行持有的债权转换为
股权，在优化财务数据的同时，为
企业价值做“背书”，以此吸引更多

优秀投资机构加盟。
此外，中信银行、南京银行、

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近期陆续发
布了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的服务
方案。记者了解到，这些银行服
务“专精特新”企业采取的方式主
要有：服务贯穿企业生命周期，产
品呈现多元化；产业园区正成为
重要的批量获客主渠道；与外部
相关机构形成合力，助“投贷联
动”机制更为顺畅；对公服务主阵
地向线上迁徙，令数字化提速。
如此举措，可令“小巨人”融资服
务逐渐形成体系。

多元构建，“小巨人”融资服务渐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