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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金 融

新闻客厅

金融支持

“稳企业 保就业”
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无锡日报联合发布

近日，国联投资布局慢病创新
药研发领域又迈出新步伐，旗下企
业国联国康基金顺利完成对派格
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的投资，
投资金额3000万元。据了解，此
举主要是国联投资持续深耕医疗
大健康产业领域，大力扶持长三角
地区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做大做强。

派格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
司以自主研发为主，专注于大分子

创新药物开发，拥有药物长效释放
等核心技术，在II型糖尿病、非酒
精性脂肪肝等领域已形成系列产
品管线，多个产品已进入临床研究
阶段。本次国联国康基金参与投
资后，将支持派格生物全面推进
慢病创新药管线开发，推进公司
多个产品的全球临床研究，为派
格生物启动科创板上市进程奠
定坚实基础。 （薛志峰）

国联投资参与
派格生物pre-IPO轮融资

投资额3000万元，支持其多个产品临床研究

日前，首届国际生命健康产业
股权投资大赛无锡颁奖站活动在
锡山区举行。据悉，此次无锡站活
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本届国际生
命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大赛全程圆
满结束。本次无锡颁奖站活动中，
共落地8个优质项目。

本届赛事由锡东新城商务区
主办，无锡站为本届大赛最终颁奖
站。弘晖资本创始人、CEO王晖
等相关的企业家、投资人，以及中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欧洲
科学院院士、英国医学科学院院
士等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学者齐聚
锡东新城商务区，共同探讨生命
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近年来，
锡东新城商务区以发展精准医
疗、高端医疗器械为突破口，相继
落户了估值52亿元的臻和科技

总部、估值10亿元的元码基因，
以及以宽岳生物、伯科生物等为
代表的一批精准医疗企业，逐步
成为我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一
片沃土。

据了解，本届国际生命健康产
业股权投资大赛不仅吸引了国内
外顶尖创业团队展示科研成果，而
且也成为著名金融资本、股权投资
基金支持服务生命健康产业的崭
新起点。大赛通过线上线下互动
渠道，共吸引百余家企业参赛报
名。特别是在此前分别举行的北
京、上海、深圳三站赛事中，共有数
十家企业参与相关项目路演，线上
直播观看达数万人。除最终落户
8个项目，预计后续新增投资数亿
元外，还促成10余家基金对接项
目数十个，并有多家基金与相关企
业达成投资合作意向。（刘兴荣）

首届国际生命健康产业
股权投资大赛活动落幕

锡东新城商务区落户8个优质项目，后续将新增投资数亿元

近日，惠山区委主要负责人专
程来到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企业送去800万元上市挂牌奖
励，凯龙高科技也成为该区出台
《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企业上市
（挂牌）的若干意见》后，首家获得
奖励的企业。

地处惠山区钱桥街道的凯龙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为一体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当地本
土企业中的佼佼者，去年成功研制
出我国首台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并获得柴油国六B排放标准

权威认证的后处理系统。去年12
月7日，凯龙高科技在深交所创业
板成功上市，成为无锡市首家创业
板注册制上市企业，也是去年惠山
区第4家上市公司，迎来企业发展
历程中的高光时刻。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臧志成表示，此次公司上市是
一个新的起点，凯龙高科技未来将
会在国六排放、非道路工程机械和
船舶方面布局，获得更大的发展，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更大的贡
献。据悉，截至目前，“惠山板块”
上市企业累计达到12家。

800万元！
惠山区发放首笔上市挂牌奖励

12月24日，既是西方文化中的
平安夜，也是中国民间的“扫尘节”，
寓意除旧迎新，载歌载舞，平安喜
乐。当晚，“招锡有约 美好同行——
2021年金葵花之夜”新年答谢会在
无锡大剧院温暖启幕，本次新年答
谢会由“铁三角”张国立、王刚、张铁
林主演，招商银行无锡分行主办，
1200余名招行客户现场观剧。

本届新年答谢会演出的剧目为
话剧《断金》，编剧邹静之，10年打
磨，13次易稿，聚集三大老戏骨，讲
述三种选择带来的迥异人生，为观
众展演一出现实主义京味大戏，堪

称民国版《中国合伙人》。伴随着全
实景民国场景和一声声地道的京
腔，观众们仿佛进入了那个风雨飘
摇、动荡不安的年代，来到了王府井
新开的东安市场。

本次新年答谢会不仅是一场高
雅的艺术鉴赏活动，还是一场欢乐
的新年聚会。走进红、金主色调的民
国风剧院大厅，在气派的王府井牌楼
前签到，到质朴的“百小堂”铺子扫码
抽奖，步入繁华的“东升玉”酒楼合影
留念，再来到精致的中式茶歇区品尝
一份甜点，全实景的剧院布置给观众
带来回味无穷的沉浸式体验。此外，

观众在现场使用招商银行APP，既
可参与抽奖、领取即时影像，还可参
与文化体验区的各种招行活动。

根据招商银行无锡分行与无锡
大剧院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截至
2021年5月31日，持有招商银行储
蓄卡、信用卡购买无锡大剧院自营
演出门票可享受5-7折不等的差异
化折扣优惠。每月“招牌观剧日”也
可以在招商银行APP上在线抢购热
门演出门票。

据了解，招商银行无锡分行“金
葵花之夜”新年答谢会活动自2016
年以来已举办过5届，以“品质高、

格调高、影响高”而广受客户好评。
作为一家不一样的银行，近年来，招
商银行以科技赋能金融，开发了一
系列生活场景服务，特惠商圈、交通
出行、便民服务、教育医疗、财经资
讯，应有尽有，加载各种支付优惠活
动，真正做到“多彩生活一站解决”。
2021年，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将继续
乘科技东风，润服务细雨，将美好化
入市民的每一个愿望。

“招锡有约 美好同行”

招行无锡分行举行新年答谢会

日前，中信银行与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中信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庆
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张辉出席签约仪式。双
方35家分支机构通过视频见证，其
中26家分支机构同步签署分对分
战略合作协议。

中信银行是首家与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签署《业务合作总体框
架协议》的股份制银行；中国信保作
为全球一流的ECA保险机构，肩负
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稳外贸”等
重大战略使命。多年来，双方建立了
深入的合作关系，在短期、中长期保
险融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融资
规模超过200亿美元。中信银行在国
际业务领域具有传统优势，下一步，

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
外贸”工作部署，银保携手助力企业

“走出去”，双方将进一步发挥自身在
科技引领和海外风险管理方面的优
势，全面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四个平
台”：一是搭建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健
全完善合作机制；二是打造重点领
域合作平台，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导
向；三是构建产品模式创新平台，积

极推动“白名单”联合展业，实现信
息技术应用和数据生态优化；四是
建立风险评估管理平台，加强风险
管理、保后贷后管理等方面合作。

据悉，此次签约彰显了中信银
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同践
行国家战略，支持企业“走出去”的
决心，也为双方更加紧密合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银保携手助力企业“走出去”

中信银行与中国信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去年12月中旬，渤海银行无
锡分行成功落地辖区首单全额美
元保证金配套远期结汇并质押开
立银票业务。

去年11月，该分行在国际业
务营销中，了解到大连保税区一家
从事大宗商品进出口业务的外贸
公司，近期将与温州一家公司有电
解铜的业务往来。在当前美元贬值
的国际大环境下，客户对远期锁汇
亟有需求，分行紧跟客户需求，积极
与客户协商沟通，在充分了解业务
贸易背景的同时，还与外管和同业
了解业务操作中可能产生的政策风
险，并最终与客户敲定了操作方案。

客户于去年12月成功操作保证金
配套一年期美元远期结汇并全额质
押开立银票业务，整套业务流程均
提供全套贸易单据，贸易背景真实。
通过创新组合产品，彰显了该行运
用产品的专业水平，从专业的服务
角度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这笔业务的成功落地，进一步
深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带动了分
行结算性存款及中间业务收入的
增长，推动了分行国际业务高质量
发展。今后，该分行将继续通过产
品和服务创新，做好各项业务的综
合开发应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

渤海银行无锡分行开启
美元保证金配套远期结汇业务

近日，南京银行无锡分行成功
落地江苏省首笔“创新领军企业
贷”，授信额度1000万元。

据悉，“创新领军企业贷”是为
核心技术能力突出、有跨越式发展
潜力的企业配置的专项贷款。作
为“创新领军企业贷”合作银行之
一，在该产品推出后，南京银行无
锡分行立即对无锡市符合申报要
求的企业展开对接。锡城某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固
体、液体、气体、危废等污染物的
处理，产品广泛运用于污染严重
的化工、医药、水务等行业。该企
业目前正处于发展重要阶段，流
动资金需求旺盛。南京银行无锡
分行在完成对该企业实地调研工
作后，为企业开辟直通车绿色审
批通道，令该企业顺利获得“创新
领军企业贷”。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落地全省首笔“创新领军企业贷”

“如何识别假币？”“社保卡有什么用？”“怎么预防电信诈骗？”去年12
月11日，由宜兴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主办、宜兴农
村商业银行协办的“金融信用知识下乡”宣传活动，在西渚镇溪东村举行。
活动现场，村民们认真观看了防范非法集资的视频，进一步提高了对非法
集资行为的警惕；还通过提问的方式，学习到其他金融信用知识。

去年12月20日，1000余名无锡建行员工及家属齐聚长广溪湿地公
园，参加“跑出加速度 奋进新时代”迎新缤纷泡泡跑活动。活动由5公
里徒步与智慧射击、智慧骑行等趣味项目组成。大家穿梭在各个运动
项目中，将江南水域的美景尽收眼底，同时也成了冬日公园里的一抹
亮色。 （郭宁 摄）

科创产业初露峥嵘

创新驱动发展，近年来科技创
新产业在无锡经济发展中书写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去年，我市在资本市场收获13
家A股上市公司，新增量全国第
六，上市公司整体“含科量”和“含
金量”十足。药明康德、卓胜微两家
典型的科技上市企业市值均在千
亿以上，宝通股份、先导智能获江
苏省企业技术创新奖，我市上市公
司的“科技板块”正在逐步占据显
著位置。创新主体“增”的势头持续
强劲，全市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
的创新型企业集群规模快速壮大。
2020年，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
入库5044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数预计超过4000家，约为“十二
五”期末的2.8倍。累计培育雏鹰企
业2013家、瞪羚企业1110家、准独
角兽企业102家。统计数据显示，去
年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5.8%，
已连续7年位居全省第一。

这些成就离不开金融后盾的
强力支持。自2012年入列省科技
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以来，我市

“创投先行、信贷跟进、担保支持、
上市助推、多种金融工具并举”的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已逐渐成形。

特色融资“百花齐放”

“科技融资产品品类齐全，供
给量足。各家银行‘百花齐放’，探
索出了多种科技融资的特色模
式。”据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

行长刘耀庭介绍，无锡科技融资方
面已经形成专营机制、特色服务

“产品池”不断扩容、实现科技企业
全生命周期覆盖。譬如，招商银行
无锡分行推出“高新贷”等科创企
业专属金融产品，光大银行无锡分
行等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江苏
银行无锡分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差
异化科技贷款风险评价体系，提高
科创企业获贷率；交通银行无锡分
行联手创投公司、股权出质人，推出

“债权+股权”的投贷联动模式，满
足科技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科技风险补偿贷款成为推动
科技型中小企业加速发展的重要
引擎。截至去年11月底，当年发放
科技风险补偿贷款达64.16亿元、
同比增长35.3%。市财政风险补偿
资金放大倍数从“十二五”期末的5
倍增长至目前的近24倍，财政资
金对科技企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在创投方面，我市实现了从
“政府出资设立”到“政策引导、多
元投入、专业管理、市场运作”的转

变。我市私募基金管理人已达145
家，数量占全省的比例超过12%，
省内排名第三，其中私募股权、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人接近100家，所
投资企业成功上市挂牌的已超过
80家。在4年时间里，“创投无锡”
共举办了72场路演活动，服务超
过600多个企业项目，累计帮助80
个项目获得超过22亿元的融资。

如何做好高质量服务

在新形势下，这样的供给与企
业需求是否匹配？“一路成长，均依
靠科技类或政策类产品，考核标准
比传统信贷‘人性化’很多，利率也
优惠，感受到了无锡对科技企业的
大力支持。”新吴区一家高新企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银行信贷的支
持下，企业现在已进入规模化阶
段。但他同时也提出，“希望支持政
策更‘大胆’一些，现在的科技企业
很多爆发速度非常快，目前评估的
额度可能很快会不够用。”此外，也

有科技企业负责人表示，有时银行
对“看不懂”的行业企业做评估，仍
喜欢依赖资产抵押。

刘耀庭表示，金融机构要积极
加强科技人才、技术储备，主动适
应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科
创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顺应经济
发展规律，实现科技和金融的合作
共赢。强化创新驱动，提升信贷审
批和决策技术；强化联动合作，加
强征信信息运用。

此外，还有企业负责人表示，对
于何时应当引入股权投资比较困惑，
一些种子型、初创期科技企业，获得
早期股权投资有不小的难度。“一方
面是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是基金种
类还是比较集中，有些创业企业很
难在本地找到‘对胃口’的投资机
构。”对此，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加强对创业投资行
业专项扶持政策的研究，弥补政策
空白，促进创投产业发展，鼓励创投
类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科技。

同时，我市还将高品质开发打
造优越的科技金融服务环境。全面
深化与“重量级”金融部门或机构
的战略合作，以无锡人才金融港、
尚贤基金PARK等重要金融载体
为支撑，全力支持已落地的金融服
务基地拓展建设，突出科技创新创
业与高层次人才特色，在太湖湾科
创带内重点打造一批金融与科技
创新创业融合发展的标杆园区。

打造科创之城，需要怎样的金融“支点”？
□本报记者 吴梦佳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引擎”，现已成为很多
头部城市致力发展的方向。无锡作为全国最先提出创新创业的城
市之一，很早就迈出了探索的步伐。重视科技、人才、金融等创新
要素的发展和集聚，如今无锡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产业
板块已初露峥嵘，形成较为突出的地方产业优势；资本市场无锡板
块，也在向越来越浓厚的科技味、创新味转变。

去年12月26日，科技部公布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
价报告2020》中，无锡位列第12。这一成绩既是嘉奖，也是鞭策。
在科技创新作用越来越凸显的今天，无锡如何用更有效率、更到位
的金融支持，促进科创产业腾飞，进而打造科创之城？这就必须及
早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