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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助力进博会各显神通
晨报记者 刘志飞 理财主笔

为期一周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本次
盛会共有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参会，3600 多家企业参展，超
过 40 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
采购。 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如
何助力进博？ 记者近日从部分中外
资银行了解到，为了支持本次金博
会，确保资金流安全通畅，各家银行
各显神通。

中资行特色服务确保资金流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
商 客 商 供 需 对 接 会 于 11 月 6 日
至 8 日举办，为期三天。 这场对接
会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主办，中国银行
承办。 超过 8000 平方米的对接会
现场，设 置 了“一 对 一 ” 洽 谈 区 、
自由对接区、意向签约区、商务推
介区、移动呼叫中心、展示区等功
能区。 对接会上，中国银行自主开
发 的 中 银 跨 境 撮 合 系 统（GMS）
为海量客户提供精准匹配， 中英
文双语的供需对接 APP 和 WEB
客户端， 使海内外客户在指端就
能了解全部参会企业， 尽享现代
科技成果。
为了让参展商能够最近距离
地获得专业银行服务， 建行上海
市分行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在进
博会中心区域的虹桥会展中心支
行是建行全上海硬件设施最完善
的网点之一。 该专业支行为全功
能服务网点，涵盖对公对私、本外
币融资及结算等各个金融领域，

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综合金融
服务。 精心从全行组织的金融服
务团队中既有 “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也有中银协明星大堂
经理和上海金融系统五星级优质
服务明星等。 据悉，建行组织近百
人的青年志愿者队伍， 积极投入
到进博会现场服务， 为展会观众
和企业提供“心联馨”志愿服务，
其中包括多语种及手语翻译等特
色服务。
进博会期间，交通银行推出国
际业务跨境综合服务方案。 目前，
交行的国际化水平已居国内银行
业前列，跨境服务方案将依托其得
天独厚的全球化网络布局优势，为
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
多家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综
合金融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进口企业，广发
银行近期推出“极智”现金管理服
务，助力进口企业精准调配全球资
金、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其中，全球
现金管理服务将为企业提供全球
账户统一视图， 支持 NRA、OSA、
FT、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港
币等币种账户查询；支持全球账户
交易明细查询，帮助企业实时了解
账户动态；支持全球账户余额趋势
分析、 全球账户余额占比分析，为
企业调配资金提供决策参考。
除了各家银行，作为资金流核
心地位的中国银联更是不甘示
弱。 为更好服务本次进博会，中国
银联通过展馆内支付受理环境优
化， 上海市重点商圈便民支付场
景建设，外卡受理环境建设，中国
银联以包括银联卡、 银联手机闪

付、 银联二维码在内的综合支付
服务，为参会、参展机构及工作人
员提供便利、高效的支付体验。
此外，中国银联的子公司——
—
银联国际与多家银行合作， 以跨
境 B2B 平台为载体， 为跨境贸易
双方提供一站式进出口结算服
务。 企业可在线上完成支付、审
单、 购结汇与申报的跨境贸易支
付全流程， 避免了前往银行网点
进行汇款及现场提交报关材料的
麻烦，优化了跨境贸易支付体验。

外资银行凭借全球网络优势，
在助力进博方面也不遗余力。 汇丰
昨日在进博会上宣布推出全新的
—贸易交易
移动贸易服务工具——
追踪器，成为率先推出此项服务的
银行之一。 让客户可通过手机全
面、 实时地追踪贸易交易进度，更
高效、便捷地管理业务流程，在快
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更好地把握
商机。 通过贸易交易追踪器，客户
可在手机及其它移动终端上便捷
地获取账户及贸易文件信息，随时
查阅进出口信用证、托收、保函及
贸易融资等交易的实时状态、以及
出口单据项下的快递信息，掌握所
有交易进展，避免因时差和人工查
询等可能导致的信息滞后。
渣打中国行长、总裁兼副董事
长张晓蕾表示：“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
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渣打银行是最
早承诺参与进博会的企业之一。 我
们可以用四组关键词来概括渣打
对企业进口业务的支持：短期贸易

融资 、跨境金融对接 、外汇风险
管理和地区风险管理。 通过支持跨
境贸易，我们希望进一步促进和推
动资本、商品、服务、信息和人员在
全球的便利高效流动，为中国经济
转型和消费升级， 以及 “一带一
路” 沿线市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
东亚银行在本次进口博览会
上展现了自身在跨境及贸易金融
等领域的服务优势，充分利用集团
覆盖香港、东南亚、英国及美国等
地的网络，为公用事业、医药健康
等政府支持类企业 “走出去”，提
供包括境外账户与结算、境外融资
在内的跨境金融服务。
星展中国为助力进博引入“黑
科技”。 星展中国是国内首家将创
新汇款服务 SWIFT gpi 导入企业
网银平台的外资银行， 取得环球银
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全球
支付创新计划（Global Payments
Innovation, gpi）认证。 客户通过
跨境交易即时追踪服务， 可以随时
随地掌握跨境交易的资金流向。
星展中国将 SWIFT gpi 导入
企业网银平台后， 企业客户只需要
登陆 IDEAL?网银，就可及时查看
跨境汇款的进程。 汇款信息也更加
透明地展示给客户， 通过 IDEAL?
网银， 客户可以清楚地获知收款人
收到款项的确切日期和时间以及最
终的入账金额等信息。 此外，gpi 有
助于加快跨境汇款的速度。 根据
SWIFT 的 数 据 ， 将 近 50% 的
SWIFT gpi 支付在 30 分钟 内 到
达最终受益人账户，几乎 100%的
支付在 24 小时内到账。

方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发挥各
自优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
更好的跨境金融服务，做到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 相信两行之间的合
作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
上海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桥头
堡。 伴随金融改革脚步加快，更多

企业也选择入驻金融开放的先
—陆家嘴。大华银行（中国）还
锋——
同上海自由贸易区陆家嘴管理局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 携手共建金融科
技生态圈，推动资源共享，共同服务
有意或已落户陆家嘴金融城以及意
欲走向东南亚的金融科技企业。

大幅缩短。 以上线首日欧元 GPI 汇
款为例， 如收款行为 GPI 银行，平
均入账时间为 2 小时，其中 54%的
汇款入账时间在一小时以内，最快
可于 2 分钟内入账。 各 GPI 参与行
必须遵循优先原则，确保款项第一
时间处理反馈，锁定汇率，在极端

情况下减少客户损失。
通过招行总行与境外分行 /
子行间的直联通道实现快捷便利
的跨境支付，直联支付采取日间垫
付， 日终双边差额清算的模式，一
笔直联支付的报文可在数秒内完
成交互。

外资行发挥网络优势跨境服务

大华携手中信同走“一带一路”
晨报 讯 近日， 大华银行 （中
国） 在华开业十周年的庆典上，新
加坡大华银行集团同长期合作伙伴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
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签订后，双方
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投资咨
询、企业业务和项目融资、贸易金

融、外汇衍生品、跨境人民币等重点
领域的合作。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
务部副总经理颜颖表示：“大华银
行是中信银行的核心代理行之一，
双方在国际业务等领域已有长期合
作。 此次备忘录的签署，可促使双

《金融知识小课堂》
——
—基础知识篇

如何识别
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一看主体资格。按照规定，开展
证券期货业务 （包括相关咨询业
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
相应业务资格。 您可以通过证监会
网站（www.csrc.gov.cn）、中国证
券 业 协 会 网 站 （www.sac.net.
cn）、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www.
cfachina.org） 查询合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息， 或者
向当地证监局核实相关机构和人员
信息。
二看营销方式。 不法分子往往
自称“老师”“股神”，以知道“内
幕信息”、能够挑选“黑马股”，只
要跟着他做， 就能赚大钱的说法吸
引投资者， 而合法的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是不能这么做的。 证券期货交
易是有风险的，不可能稳赚不赔。风
险告知绝不仅是流程要求。
三看互联网址。 非法证券期货
网站的网址往往采用无特殊意义的
字母和数字构成， 或在合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网址的基础上变换或增
加字母和数字。 您可通过证监会网
站或中国证券业协会、 中国期货业
协会网站， 查看合法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的网址， 识别非法证券期货网
站。 您还可以查询网站备案和服务
器所在地的信息，识别不正规网站。
一些不法分子为逃避检查， 不办理
网站备案或将服务器设置在境外。
四看收款账号。 合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只能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
业务， 也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
行账户。 投资者在汇款环节应当格
外谨慎， 如果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
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 请您果断拒
绝。

招行跨境汇款大提速
晨 报 讯 外汇汇率受多重因素
的影响瞬息万变，快速完成跨境汇
款是国际结算客户最基本的需求。
因此，在这个出门仅需带上手机便
能畅行天下的时代，跨境汇款也在
悄然发生着变化。 招商银行跨境汇
款产品全新升级，金融科技创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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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典当 房隔 日产 放抵 款押
房产汽车 黄金珠宝 名表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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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利物业年会活动招标公告
投标公司成立满 2 年， 注册金满
伍拾万，有相应的经营范围，以往
2 年内承接过类似项目。 领标书
时间：11 月 8 日至 11 月 12 日，长
乐路 989 号 2 楼，54043388-180，
林先生。
保 险 公 告 ： 经上海保监局批准，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奉贤支公司地址变更为上海
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路 122-128
号。 特此公告！

公司合并公告
上海电力高压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713
2938260X）和全资子公司上海电
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3101011345030766）
经双方股东研究决定同意两个公
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
存续公司为上海电力高压实业有
限公司，注销公司为上海电力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合并双方的债权债务
均由合并后存续公司依法承继，
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高压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