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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11 月 22 日， 在上海市

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指导下，招

商银行上海分行举办“专精特新 展

翼未来———资本市场联合助航计

划”活动，与中心以及申万宏源、毅

达资本正式建立“创新型中小企业

服务联盟”， 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各方就推进专精特新北交所上市后

备企业库建立、落实信贷融资支持和

加强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等内容达

成一致，共同推进上海地区以“专精

特新” 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中小

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帮助本地优质企

业顺利登陆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出

百亿“专”贷计划，该计划面向上海

市专精特新企业和北交所拟上市企

业提供 100 亿人民币专项授信额

度， 计划项下客户可享受招行提供

的绿色审批通道和专属优惠利率。

晨报讯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

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要求，

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指导下，工

行上海分行积极开展数字人民币试

点， 拓展线下和线上支付、 交通出

行、政务和民生等场景应用，并在国

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的大力支

持下率先上线数字人民币 POS 渠

道缴纳个人社保费业务。

近日， 工行上海市分行在国家

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办

税服务厅实现了该业务场景的试点

落地。 该笔业务是全国首例在 POS

渠道使用数字人民币缴纳个人社保

费用的场景应用。 项目顺利实施得

益于人民银行和税务部门的支持与

指导，在整个业务推进过程中，工行

上海市分行在内部建立总分联动机

制，积极沟通协调、制定方案，同时

与外部单位高度协同、有序推进，及

时向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市税务局

汇报相关方案及工作进展， 稳步实

施、按序推进项目落地。本次中国工

商银行在 POS 渠道使用数字人民

币缴纳社保的积极探索， 数字人民

币支付方式作为现有社保缴纳渠道

的有效补充， 实现了政务民生领域

金融创新与数字科技的有机结合，

实现了以数字化推动金融业效率提

升，增强了政府机构服务能级，提升

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

晨报讯 11 月 26 日，广发银行

上海分行在沪举办第二届智慧供应

链论坛。 以“广链天下 创变未来”

为主题， 与会嘉宾聚焦前沿观点与

科技赋能， 深入探讨疫情重塑之下

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共同探求供应

链金融赋能行业变革的最新思路。

广发银行一直是供应链金融领

域的佼佼者。据介绍，广发银行延续

科技赋能理念，深耕重点行业，全新

推出创新产品与定制化服务方案，

提升场景化、定制化、智能化服务能

力， 加速构建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服

务体系。

在产品创新上， 广发银行正式

推出“保函瞬时通 2.0”版，新版保

函瞬时通可实现在线办理授信申请

及额度审批，在线“秒级”开立保

函， 在线验证保函真伪的全流程线

上化、零接触服务。

在产品组合上， 广发银行全面

升级其主打的“e 秒供应链”产品，

融合网银、门户网站等服务渠道，整

合“产品 + 项目 + 客户”分层管理

模式， 实现产品的定制化配置以满

足客户的各类需求。

在渠道拓展上， 广发银行通过

搭建核心企业产业链金融平台，践

行数字化 + 产融结合的新思路。

另据介绍， 行业定制化方案方

面，广发银行今年新推出医药行业供

应链创新方案，通过全新的场景医药

行业综合方案，聚焦行业特点与应收

账款票据化趋势， 打造 “医付通”

“医链通”“医票通” 三大产品体

系，实现对医药供应链的精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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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剩下

一个月的时间， 各家银行净值化进

度不一，城商行转型速度较快，中大

型银行速度较慢。有业内人士表示，

预计今年年底前， 绝大部分银行机

构可以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同时，对

于净值化时代， 各家银行也在积极

发力财富管理领域，提升综合能力，

以更好留住客户。

资管新规过渡期即将结束，银

行的净值化产品业绩呈现稳定态

势。 根据融 360 数字科技研究院监

测的数据，2021 年 10 月银行及理

财公司发行的净值型理财产品数量

为 2225 只， 环比下降 28.02%，同

比增长 22.12%。 10 月份发行量环

比下降主要是受国庆长假影响，预

计接下来净值型理财产品发行量会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2021 年 10 月人民币净值型

理财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09%，环比下降 3BP。 今年以来，

净值型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走势

较为稳定，大致在 4.1%上下小幅波

动，涨跌趋势不明显。 其中，理财公

司 产 品 平 均 业 绩 比 较 基 准 为

4.22%，环比下跌 3BP；城商行产品

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 4.14%， 环比

下跌 1BP；农商行理财产品平均业

绩比较基准为 3.95%， 环比下跌

3BP。 理财公司发行的净值型理财

产品有一定收益优势。

在净值型理财产品收益走势稳

定的同时， 净值化产品的规模也在

逐步上升。 根据银行理财登记中心

发布的 《2021 年三季度理财市场

数据分析》，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

末 ， 净 值 型 产 品 规 模 占 比 为

86.56%，较去年同期提高 26.08 个

百分点。

融 360 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

预计到年末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

时， 净值型产品规模占比可超过

90%， 部分银行预计可完成全部净

值化转型任务。

此前，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首席检查官、办公厅主任、新

闻发言人王朝弟表示， 从前期摸底

情况来看，预计今年年底前，绝大部

分银行机构可以如期完成整改任

务。 对于个别银行剩余的少量难处

置资产， 按照相关规定纳入个案专

项处置，直至全部清零。

从目前披露的业绩报告不难看

出，净值化转型速度上，部分城商行

的速度更快。 南京银行在三季报中

表示， 存量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已

全部清零。 此外，杭州银行、长沙银

行、上海银行 3 家城商行截至今年

9 月末，符合“资管新规”要求的净

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分别为 96.68%、

96%、95.78%。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三季度，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

商行净值化转型平均数分别为

80.62%、83.18%和 93.70%。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郑忱阳

表示，存量资产规模大、非标资产难

消化是大中型银行理财转型的痛

点， 无法完成整改的银行将按照相

关规定纳入个案专项处置， 但从整

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看， 大多数

银行可以按时完成整改任务， 整体

转型压力不大。 国有银行之所以理

财产品净值化比例偏低， 主要是因

为存量资产规模过大， 尤其是过去

配置了大量长期的非标资产， 难以

在过渡期前自然消化， 整改难度较

大。

银行完成净值化转型后， 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郑忱阳认为，转型成

功的银行只是完成了资管新规的

“入门关”， 净值化产品的估值、客

户接受度和满意度、 产品系统的升

级改造仍然是重要关口， 金融科技

赋能理财业务数字化转型是关键利

器，更是大势所趋。

在净值化的大背景下， 银行不

再仅仅做单纯销售， 而是加强综合

能力的提升， 不少银行加码财富管

理领域。 部分以零售特色银行的正

在加紧引领财富管理业务的模式迭

代和打法升级。

比如招商银行明确要打造“大

财富管理价值循环链”， 以招商银

行 App 为依托构建了 “财富开放

平台”， 一端链接全市场优秀的资

管机构和产品， 让招行与外部合作

伙伴形成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和大

循环； 另一端则链接个人客户，以

“去中心化”的模式，让客户不仅能

享受招行的服务， 也能享受优秀资

管机构的专业服务。

平安银行提出积极打造综合

化银行、AI 银行、 远程银行、线

下银行、开放银行“五位一体”新

模 式 。 目 前 ， 平 安 银 行 基 于

AI+T+Offline 模式，提供在线和

外呼两大 AI 机器人能力，以“绩

效优 + 服务优” 理财经理为原

型， 打造专业投顾式的 AI 智能

服务，提供 7×24 小时的陪伴式

服务和投教咨询服务， 手把手帮

助用户走上正确的投资成长之

路。

对于银行财富管理的优势，兴

业证券分析表示，银行代销品类丰

富，以账户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齐

全。 银行凭借牌照优势，可以为财

富客户提供多维度服务和全品类

金融产品， 既可以销售银行理财、

保险、信托、基金、券商资管等产

品，亦可以吸收存款，以金融账户

为中心，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生态

化服务。

净值化转型倒计时 银行加码财富管理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加速构建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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