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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扬优成势

打造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样板间”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月浦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183

许可证流水号：00851029

批准成立日期：1999 年 09 月 13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安家路

19、21号

电话：021-36303106

邮编：200941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8 月 18 日

主营： 人民币存款、 结算业务；兼

营：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

其他业务。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并获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团支行

机构编码：B0139S231000256

许可证流水号：00851018

批准成立日期：2021 年 07 月 27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永春东路

 31弄3号

电话：021-33751305

邮编：201311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8 月 04 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并由你总行授权的业务。

晨报记者 赵智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以来，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对内推动体制机制转型，对外把

握战略发展机遇， 积极服务以构建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提供适配性强的“同

城化”金融产品服务，持续提升重点

区域和重要平台的金融服务能级，

着力打造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样

板间”，做到由点到面、扬优成势。

据悉，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服

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所采取的组织

机制创新、业务拓展创新、内部管理

创新等措施形成了“交通银行上海

市分行长三角一体化金融服务模式

创新方案”，获得了 2019 年度上海

市政府金融创新成果二等奖。

发挥大行带头作用 多个首

创立标杆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积极践行

国有大行的责任和担当， 创新整合

一体化体制机制， 强化上海市分行

龙头作用。

2020 年 3 月 25 日，交通银行

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在示

范区内率先成立， 成为金融业首家

在示范区设立专营机构的银行。 交

行示范区分行作为唯一一家被列为

示范区制度创新经验复制推广观摩

研讨班教学点的金融机构， 定期接

待长三角区域各级发改委等重要部

门来访学习交流， 成为示范区金融

业创新发展的标杆。

在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方面，交

行积极探索创新特许经营权、 项目

收益权和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

融资， 成功落地长三角区域首笔碳

配额质押贷款， 该笔业务是基于上

海环交所碳排放配额系统发放的首

笔融资，也是长三角地区首笔以碳排

放权质押作为增信措施的贷款，为金

融机构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实

现“碳普惠”拓出一条新路径。

此外， 上海市分行积极发挥牵

头引领作用， 参与长三角示范区开

发者大会， 组织主办区域内近 30

家城商行和农商行参加的长三角地

区银行合作研讨会， 在上海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洽谈会上组织长三角区

域内各分行举行支持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战略重大项目签约。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升级服

务能级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不断创新

金融服务模式， 给长三角区域注入

了金融活水。 2019 年 10 月，交通

银行与上海市金融工作局、 上海自

由贸易实验区、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 上海虹桥商务区共同发起

成立金融创新联合实验室。

金融创新联合实验室通过整合

各方资源、试点创新政策、融入区域

发展等方式积极创新探索， 积累可

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全力打造

上海地区领先、 有国际影响力的高

端智库品牌。

目前， 实验室围绕自由贸易区

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 新片区外汇

收支自由化便利化研究、 虹桥商务

区跨境金融发展研究、 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金融服务模式研究、

航运金融业务研究、 跨境金融资产

转让业务研究、 数字贸易建设研究

以及养老金融业务研究等设立了 8

个创新研究项目。

在支持临港新片区方面，2020

年 5月交行上海市分行成功办理上

海自贸区首笔商业银行飞机项目融

资业务，成为金融创新联合实验室首

个落地研究成果，此后，还持续落地

包括 FT 离岸转手买卖业务、4.0 银

行外债注销登记业务、4.0 错币种外

债登记、 新片区首笔跨境投资款汇

出、 新片区首笔 LPR人民币利率互

换、新片区首单离岸转手买卖业务等

二十余项自贸区市场和系统首单。

推动服务数字化转型 强化

“同城化”金融产品服务

在推动服务数字化转型上，上

海市分行成立“大数据办公室”，落

地“交银 e办事”创新项目，成为全

国电子营业执照及电子印章首家合

作银行和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补

贴发放唯一指定银行。

在“交银 e办事”创新项目中，

上海市分行创新推出了便捷就医、

电子亮证、 电子印章、“数据 e 贷

2.0”、不动产不见面抵押登记等项

目，成果颇丰。 “无感支付 普惠于

民”信用就医项目受到业界高度认

可，至 2021 年 6 月末，交行签约信

用就医客户 28.4 万户， 市场占比

84.63%； 交易笔数约 8.62万笔，市

场占比 61.28%， 均位居市场首位。

个人电子亮证已基本覆盖全渠道和

高频业务种类， 上半年累计发生亮

证业务 1.28万笔。 政务数据与“普

惠 e 贷”融合应用已惠及小微企业

424家； 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合

作的“e 抵押”已覆盖房贷、个人经

营贷等领域。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分行金

融服务数字化创新探索的带动下，

交行长三角区域分行纷纷跟进推动

数字化转型， 依托分行经验开展模

式的复制推广，“交银 e办事”项目

陆续实现跨省通办。

遗 失 声 明

上海全民爱炼运动促进中心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290021

6584101，声明作废。

 上海全民爱炼运动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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