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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城（农）商银行加码普惠金融
见习记者 商依琳

近日，新闻晨报开展的“支持
—上海
民营经济、 践行普惠金融——
城（农）商银行十大普惠金融品牌
评选”活动网友投票环节正在火热
进行中。截至目前，上海农商银行得
票最高，上海银行紧随其后，稠州银
行则位居第三。
上海各家城（农）商行皆积极
响应监管要求，为支持民营经济、践
行普惠金融不断推陈出新。 各家银
行推出了各种金融产品， 破解了审
批慢难题、 提升了客户金融服务体
验。 为小微企业融资难纾困。

截至目前， 本次新闻晨报举行
的 “支持民营经济、 践行普惠金
融——
—上海城（农）商银行十大普
惠金融品牌评选”共计获得 35354
票。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获
得这么多的票数， 可见大家对于上
海各家城（农）商行的普惠金融品
牌还是颇有接触和了解的。
参加评选的沪城（农）商行为
上海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 16 家银
行。 其中，上海农商银行得票最高，
为 40038 票，和其他沪城（农）商
行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上海银行紧
随其后，得票数为 10354 票。 稠州
银行位居第三名，获得了 8941 票。
还有 5 家银行的得票数也是
四位数， 分别是获得 4247 票的南
京银行、 获得 2740 票的宁波通商
银行、 获得 2540 票的泰隆银行和
获得 1611 票的温州银行。
除此之外，其他几家沪城（农）
商行得票较低， 不过如今投票开始
还不足一周时间， 相信之后这些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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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还会获票。
本次评选将通过网友投票、舆
情指数和专家评审， 最终评出
“2019 年度上海城（农）商银行十
大普惠金融品牌”。 本报记者也将
陆续专访沪上各家银行行长或相关
条线负责人， 挖掘各家银行业务亮
点、特色服务和典型案例。

从目前的投票情况来看， 上海
的两家本地城（农）商行的普惠金

融品牌相比其他城（农）商行更加
为本地市民所熟知， 想必依靠本地
优势，这两家城（农）商行能更加深
耕普惠金融行业， 为支持民营经济
贡献更大的力量。
排名第一的上海农商银行在
2019 年伊始，就发布了《关于服务
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实施意见》，力
求提升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获得感，
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该行加大了政
策扶持,建立了公平的信贷文化，包
括完善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扫除政
策门槛、 扩大可接受抵质押物范围

等；强化了资源倾斜,持续深化减费
让利， 包括单列民营企业及小微企
业信贷额度、 落实民营小微企业利
率优惠政策等； 切实解决了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该行还将升级迭代小微企业自
动化审批模式， 确保在资料齐备的
前提下对小微融资业务在 5 个工
作日内给予答复。 同时，将加大“无
还本续贷”产品推广力度，帮助企
业缩短资金接续间隔， 降低贷款周
转成本。
3 月 27 日，上海农商银行与新

希望金融科技公司联合发起设立的
长三角金融科技研究院揭牌， 研究
院将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和区块链技术，探索其在普惠金融、
反欺诈、反洗钱、智慧风控、智能运
营、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应用。新希
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 运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很好地
解决普惠金融服务中风险识别难、
作业成本高两大关键难题， 帮助银
行提高零售信贷作业能力， 让更广
泛的客户享受到秒申秒贷的普惠金
融服务。
而排名第二的上海银行也在近
日正式宣布成立供应链金融部，通
过创新供应链融资模式， 提升普惠
金融的服务能级。 该行在供应链金
融领域已经有多年的实践积累，不
断引入新技术手段， 创新供应链金
融服务模式。 2018 年 10 月，该行
发布了 " 上行 e 链 " 在线供应链金
融服务平台，通过线上化、智能化、
数字化、国际化的服务升级，解决传
统业务痛点， 大幅提升借款企业融
资便利性和操作体验。
供应链金融部的成立， 意味着
上海银行将在这一普惠金融领域持
续加大人力、科技、信贷等方面的资
源投入。 据悉，新成立的供应链金融
部，将成为全面管理供应链金融产品
和推进业务发展的直接机构，从市场
拓展、产品创设、运营支持等各方面，
优化升级 " 上行 e 链 " 平台服务。
本次，新闻晨报开展的“支持
—上海
民营经济、 践行普惠金融——
城（农）商银行十大普惠金融品牌
评选” 投票即日起持续到 5 月 10
日。 大家可以到新闻晨报微信——
—
晨矩阵点击评比链接、晨报微博、晨
报头条号等多个渠道进行投票。 来
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吧！

工银国际：增值税减税释放出三重红利
晨报记者 刘志飞

2019 年 4 月，增值税减税正式
落地， 标志着大规模减税从逆周期
调控的 “旧配角” 升级为 “新主
角”。 工银国际近日发布的最新报
告认为， 这一转变验证了中国经济
“增质”时代下沉政策重心、激活微
观动力的新思路， 有望释放出三重
红利。
红利之一：纾解“猪周期”通胀
冲击。 2019 年开年至今， 新一轮
“猪周期”来势汹汹。面对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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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胀压力，4 月 1 日及时落地的
增值税减税有望发挥重要的缓冲作
用，全年通胀走势虽有起伏，但风险
可控。CPI 同比增速突破 3%的可能
性较小， 全年通胀中枢料将升至
2.5%。
红利之二： 稳定企业盈利和投
资意愿。 2019 年 1-2 月，随着 PPI
同比增速下滑至 0.1%，工业企业利
润的累积同比增速降至 -14%，制
造业投资的累积同比增速降至
5.9%。 面对这一挑战，本次增值税
减税将成为关键的稳定器。 根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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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国际的测算， 本次增值税减税红
利中， 除流向消费者的 51%外，剩
下的 49%部分将直接惠及企业部
门。 其中，约 3145 亿红利将流向工
业企业，并转化为企业盈利。这预计
将对 2019 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的
同比增速产生 4.7 个百分点的正向
影响， 对主营业务利润率产生 0.3
个百分点的提振作用， 从而减缓企
业盈利的下行趋势。
红利之三： 推进供给侧改革
“2.0”。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不同
于此前的逆周期调控，2019 年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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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减税由“配角”升级为“主角”，
构成了供给侧改革“2.0”的关键一
跃。 其在加码“稳增长”的同时，亦
有望为 “促改革”、“调结构”和
“防风险”提供长期助力。
工 银 国 际 认 为 ，2019 年 增 值
税减税落下关键一子，正在盘活中
国经济“减速增质”的全局。 第一，
得益于减税的 “降价效应”，2019
年“猪周期”引致的通胀压力不会
失控，难以实质性地限制货币政策
空间。 因此，央行仍将保持稳健的
货币政策，流动性料将继续维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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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充裕。 第二，基于货币政策和减
税红利的双重支持，一季度初现企
稳信号的中国经济，有望在二季度
进一步巩固向好势头，超预期的增
长韧性料将在更多维度显现。 其
中，二季度基建和消费数据可能率
先好转，而下半年工业企业盈利数
据料将接力企稳。 第三，受惠于减
税带来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经济
“增质”步伐有望提速，并在全球
复苏踟蹰的大背景下呈现比较优
势，由此所孕育出的理性繁荣值得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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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恩弗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经股
东会决议，出资额由人民币 1000 万
元减至人民币 10 万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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