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 近日，上海市银行同

业公会发布《2019 年度上海银行

业社会责任报告》。这是上海市银

行同业公会连续第七年发布该报

告。此次报告编写历时 4 个月，共

有 113 家会员单位参与材料征集，

有效素材达 3713 条，充分展现了

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 2019 年社会

责任重点及亮点。上海市银行业同

业公会会长、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行长徐斌为《报告》致辞。

《报告》延续往年报告框架，

分为“引领篇：上海市银行同业公

会社会责任平台”，以及“发展篇：

上海银行业社会责任实践”两大

部分，全景式展现上海银行业“以

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思想，通

过生动的案例、详实的数据、丰富

的图片，对科技金融、开放金融、绿

色金融、普惠金融等 2019 年社会

责任重点，以及 2020 年初上海银

行业疫情防控等工作进行回应。

此外，《报告》还对标全球报

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

报告标准》，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 SDGs 等国际标准，在国际

通用社会责任语境下展现上海银

行业社会责任实践。

见习记者 商依琳

8月 5 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召开 2020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

议认为，2020 年以来，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人民银

行总行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上海总

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总行党委

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要求，

统筹推进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

复工复产，全力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坚定推进金融改革创新

政策落地，持续提升金融管理和服

务水平，切实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各

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会议指出，下半年，央行上海总

部将结合总行、总局下半年工作会

议要求，切实加强稳企业保就业金

融保障，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和对外

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金融营商环境，落实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各项举措，勇于担当、善

作善为，全力完成下半年工作任务。

具体来看，一是加快落实金融

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举措；

二是按照时间节点坚定不移深化金

融改革创新；三是积极助力提升上

海金融营商环境；四是切实维护区

域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

针对上海银行业对于监管反复

强调的“六稳”“六保”工作落实情

况，新闻晨报于近日启动了“金融

支持‘六稳’‘六保’———上海银行

业支持‘六稳’‘六保’优秀典型评

选”活动，目前网友投票环节进行

了一周的时间，银行间的票数已有

明显差距。

截至发稿前，本次“评选”活动

网友投票环节共计获得 83504 票。

此次参加评选的银行主要为国有银

行、股份制银行，以及部分城农商银

行。目前，部分国有银行和其它银

行拉开较大差距，上海本地银行也

有黑马杀出重围。

数据显示，建设银行上海市分

行暂居首位，得票数为 20035 票，

占比 24.0%。紧随其后的是交通银

行上海市分行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

行，占比都超过了 20%，分别获得

18212 票和 17158 票，占比 21.8%

和 20.5%。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则

以微小差距暂居第 4 名，得票数为

14952 票，占比 17.9%。

股份制银行中，浦发银行、光大

银行、广发银行和民生银行等多家

银行的上海分行表现突出，分别获

得 585 票、564 票、459 票和 348

票 ， 占 比 0.7% 、0.7% 、0.5% 和

0.4%。

值得注意的是，城农商银行虽

然体量小，但部分银行表现也不俗。

上海农商银行作为一家深耕本地的

农商行，在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方面还是很受大家肯定的。该行

的得票数为 5194 票，占比 6.2%，

成绩甚至超过了部分国有银行。此

外江苏银行上海分行表现也不俗，

共获得 830 票，占比 1%。

当然，本次评选还将结合监管

机构推荐以及媒体舆情评估共同评

出，投票仍在进行，结果还未可知。

本报记者也将陆续专访央行上海总

部和沪上各家银行相关负责人，挖

掘各家银行业务亮点、特色服务和

典型案例。

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参与投票，

投票地址：新闻晨报官方微信———

晨矩阵———银行业评选投票。

文力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各家金融机构都在

积极行动扶持企业度过难关。

其中，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始

终立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基

础民生，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积极贯彻上海抗疫惠企

“28 条”政策，全力支持疫情抗

击和复工复产，切实减轻企业

经营负担。

近期，根据中央及地方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发

展理念，围绕浦发银行三年行

动计划，该行通过以市场为导

向，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支持新产业和新业态

发展。

信贷投放
助力 “六稳 ”“六保 ”

2 月初，浦发银行上海分行

于发布 《疫情防控特殊背景下

相关行业服务方案》，对航空、

航运、医药医疗及卫生健康、酒

店、餐饮、商超、物流、批发零

售、教育、旅游共计十类行业客

群提供差异化服务、授信、产品

政策。先后通过绿色通道金融

服务主动增加授信、适当降低

准入、提供信用贷款等多种方

式，为多家抗疫相关企业提供

资金支持。

其中，对接市上海市金融工

作局提供的两批次共 9 份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名单内

的企业，主动排摸，了解企业情

况，通过信贷投放，驰缓援困难

企业。截至 57 月末已为名单内

163 家企业新增授信额度 1120

亿元，向名单内 14271 家企业

新增贷款超 7382 亿元。

同时，对于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该行通过

借新还旧、展期、调整还款方式

等多种方式为企业纾困，并进

一步主动提供无还本续贷服

务，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还款压

力。截止 57 月末，浦发银行上

海分行已向受疫情影响的 62

户小微企业累计发放无还本续

贷款 2.6 亿元。

已累计完成 60 户小微企

业、104 笔无还本续贷业务，合

计金额超过 2.4 亿元。

另外，为支持本市企业全面

复工复产，应对疫情冲击，该行

于今年 4 月先后与上海市网信

办、经信委、商务委等委办局联

合推出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并

提供 600 亿元的专项信贷资金

精准帮扶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

挥重要作用以及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中小微企业。

疫情加速
在线服务模式优化

新冠疫情发生后，银行线上

服务发展迅速。浦发银行上海

分行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市经

信委企业服务云平台上第一时

间推出 “抗击疫情金融直通

车”，服务内容既涵盖信贷服

务、利率优惠，还包括支付结

算、跨境购付汇、线上融资等综

合金融服务。

同时，该行力推“无接触”

在线方式解决中小微企业的各

项金融需求：通过 “空中开

户”、“无接触开户”等方式，疫

情期间服务近 400 家企业完成

开户；通过网银、手机银行、银

企直连等电子渠道，实时高效

解决支付结算、资金配置等财

务需求；通过在线供应链模式，

为平台上的商户、上下游小微

企业提供无纸化、在线化、实时

化的快速融资，提升业务效率；

通过在线购付汇服务，便利企

业顺畅办理进出口业务，切实

为企业复工复产做好疫情防控

各项金融服务。

例如，该行的“浦银快贷 -

好养快贷” 为上海乃至全国生

猪养殖户提供在线贷款服务，

解决养殖户猪苗采购环节的资

金压力。养殖户足不出户，通过

手机即可申请。截至 5 月 24 日

今年上半年，已累计向 59120

位农户发放贷款 2548 万 0.6 亿

元。

此外，针对个人贷款这项传

统业务进行了数字化创新，推

出了甜橘 APP。为客户提供在

线选房、按揭贷款在线申请以

及居住生活优惠权益。截至 5

月 24 日今年上半年，共计 1107

名客户通过 “甜橘”APP 线上

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并完成放

款，合计发放金额达 20.64 亿

元。已有 1209 名客户成功通过

甜橘申请房贷，并预申请通过，

合计金额 27.85 亿元。

专项支持
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5 月 7 日，上海发布《上海

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

方案（2020-2022 年 ）》，提出

到 2022 年底，推动上海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迈

向国际一流水平。浦发银行上

海分行积极响应，率先推出针

对 “新基建” 行业的优惠利率

专项信贷方案，并通过打造多

元化融资方式、创新数字金融

服务模式满足和适应企业发展

需要。

具体来看，该行通过制定在

线预约、在线挂号、在线缴费等

智慧医疗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和

健康管理、远程监护等智慧养

老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助力医

疗、养老行业企业不断提高信

息化水平，满足居民在健康养

老等方面不断升级的消费需

求；积极响应国家加大绿色数

据中心建设的号召，助力贝恩

资本收购网宿科技 IDC 业务板

块；在物流地产领域连续落地

普洛斯、万科物流、世邦魏理仕

等物流并购基金，为该领域市

场同业之表率。

同时，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

临港新片区、科创中心等重大

战略部署，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推出产城融合贷款产品，聚

焦各类开发区或产业园区、科

技园区、自贸区的开发主体、战

略新兴产业及先进制造业优质

客户。

总之，浦发银行上海分行紧

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

济发展重点，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助力企业度过

难关，推动因疫情催生的新产

业、新业态快速发展，为经济社

会发展尽最大努力、做最大贡

献。

上海银行业支持“六稳”“六保”进行时，央行上海总部：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仍是重头
《2019年度上海银行业

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全力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做好“六稳”“六保” 支持新产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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