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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成本、风险和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多数小额票

据成为银行不愿接手的“烫手山芋”。为此，上海两家

本地银行去年发起设立了“上海小额票据贴现中心”，

成为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又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

■本报记者 张淑贤 长沙报道

由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和长沙

市金融工作办公室联合主办的“上海

浦东·长沙金融合作交流推介会”11
月 28日在长沙举行，搭建平台助力

两地金融机构、实体企业跨区域交流

与互动，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记者获悉，浦东金融合作交流推

介会走进长沙，旨在发挥浦东国际金

融核心功能区的辐射作用，推进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与中西部主要金融城

市的交流合作，助力浦东金融机构到

中西部扩展业务，实现金融产品与服

务跨区域发展。

会上，两地签署《上海浦东·长沙

金融战略合作备忘录》，拟在政府经

验交流、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金融

市场协同发展、人才交流与培训等方

面加强合作。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

战略，中央要求上海加快推进“四个

中心”建设，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

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而浦东

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

心功能区，多年来在布局规划、机构

聚集、政府服务、CBD 建设等方面

积累了许多经验。长沙是湖南省的

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金融中心，

华中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之

一，且实体经济发达，对金融服务需

求巨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地的金

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合

作空间。

此次推介会吸引了来自浦东的

银、证、保等持牌类金融机构，融资租

赁、股权投资和财富管理等新兴金融

机构60家，以及长沙当地金融机构，

有金融需求的国有企业，拟上市企

业、工业企业、商贸企业、科技企业等

100家机构。

浦东与长沙在金融领域进行交

流合作、互动发展，将向更纵深的领

域推进金融中心建设，推进长江流域

的经济合作，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

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副局长过

志英表示，浦东在金融市场、金融机

构、金融人才、金融开放等方面的资

源都可以与长沙共享，其中在金融市

场上，浦东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

场体系,具备在全国资源配置的能

力。比如直接融资，浦东既有上海证

券交易所为发展成熟的企业提供直

接融资，也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为初创的、发展中的中小型企业提供

多种融资工具。

据介绍，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2012年开业后，目前已有 2302家企

业挂牌，其中外省市企业占 70%以

上，“长沙的企业未来可以充分利用

浦东金融市场的资金来实现跨越式

的发展，推动长沙建设。”

浦东大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核心功能区建设，已经形成了类型

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集聚了丰富多

样的金融机构以及形成了领先于全

国的金融对外开放格局等。截至今

年9月底，浦东银、证、保等持牌金融

机构总数达到833家；拥有中外资各

类股权投资企业 2069家，管理资金

3935亿元；融资租赁企业 315家，租

赁资产规模约 4500亿元；小额贷款

公司21家，融资担保机构16家，拥有

财富管理、会计、法律、评估、资讯等

专业服务机构841家。

据悉，长沙目前正着力打造中

部金融中心，根据规划，长沙在未

来 8 至 10 年的时间内，将金融打造

成支柱产业，使其成为立足长株

潭、辐射全省、服务中部、面向全

国、联系世界的区域金融中心。长

沙市金融办副主任周练军介绍，产

业布局上，长沙将按照“一主一副

一区一园”的总体布局，重点打造

芙蓉中路金融街、滨江新城金融商

务区、南湖金融功能区、高新区科

技金融创新示范园和望城金融后

援服务中心。

浦东金融合作交流走进长沙
搭建平台助机构跨区域对接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时隔逾 8个月后，浦发银行收

购上海信托的方案终于出炉。根

据浦发银行近日公告，在上海信托

分立后，该行将通过定向增发股票

的方式，受让4家股东持有的上海

信托88.33%股权。

浦发银行公告显示，在上海信

托分立完成后，其股东上海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久事公司、上海

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

行分别出让其所持有的存续的上

海信托 66.332%、20%、1.334%和

0.667%的股权。

先对上海信托进行分立，再

行收购，是此次收购中的亮点。

根据此前消息，上海信托拟分立

新设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信托继续存续。这主要

是剥离一些不适合装入浦发银行

的资产，如部分下属子公司的股

权，同时由于上海信托还持有上

海国际部分子公司的股权，需要

进行股权梳理。

资料显示，上海信托持有上

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利货

币经纪公司、浦发银行、上投摩

根、华安基金、上海证券、申银万

国等公司的金融股权资产。其

中，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上海信托

持有浦发银行 9.75 亿股，占比

5.232%。

浦发银行表示，公司收购整合

上海信托，可以更好地理顺银行和

信托的业务关系、明晰双方经营边

界，按照“栅栏原则”实现商业银行

业务和信托业务的错位经营。一

方面，收购整合后，公司可以将目

前相对符合信托特征的业务逐步

整合到上海信托的平台上开展；另

一方面，通过双方的深度业务整

合，可以促进上海信托更好地实现

经营转型、真正回归信托主业，从

而有效降低银行和信托的经营风

险。

申银万国研究员徐冰玉指出，

受益上海国资整合，浦发综合金控

集团可望成形，“上海金融国资企

业整合的核心将以上海国际集团

改革为主，将其打造成为上海金融

国资的资本运作和流动平台。作

为上海国资旗下最大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浦发银行无疑将成为上海

金融国资银行系资产整合重组的

主体，预计未来浦发银行将成为全

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

的金融控股集团。”

据徐冰玉预计，收购上海信

托是浦发银行整合重组关键一

步，后续优质金融资产注入仍可

期待，“该行还有望推出员工持股

计划和股权激励，进一步释放经

营活力。”

收购上海信托近9成股权

浦发逐梦综合金控集团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继深交所放开信用账户打新

之后，上交所自昨日起也放开信

用证券账户（融资融券账户）打新

股。

投资者借助信用账户“打新”

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特别

适合那些持有股票不愿抛售，但

又需要资金“打新”的投资者。就

具体操作而言，投资者在申购新

股之前，可以将普通证券账户的

股票卖出，留出资金申购新股，再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融资买入，回

补之前的市值，这样既实现持股，

又可进行新股申购。

而对于资金充裕，但是市值

不足以支持“顶格”打新的投资

者，如果不愿意为了“凑市值”而

买入股票，也可以选择券源较丰

富的融资融券标的股，在买入该

股票后，做一笔相同标的的融券

卖出，这样在锁定该股票风险的

同时，也持有了一部分市值。

业内人士指出，放行信用证

券账户打新将拓宽投资者申购新

股的渠道，同时也便于投资者在

不减少信用担保品的同时，参与

新股申购，“此举或将进一步激发

投资者新股申购的热情，推高新

股涨幅。”目前，“融资融券”余额

已超过8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此前的规定，投资者在

申购沪市新股时，融资融券客户

的信用证券账户中的市值合并计

算到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不过

该账户不能用于申购新股。

不过，由于融资融券年利率

多在 8%以上，投资者利用“两融”

信用账户融资打新，无论有没有

中签新股，该笔融资成本均属于

刚性支出。

上交所放开信用账户打新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位于浦东南片地区的一家金属

制品企业，年销售额只有 500万元，

银行票据却占到了企业销售回款的

60-70%，且多为 10-20 万元的小额

票据，企业的票据贴现请求曾被多

家银行婉拒，而在上海小额票据贴

现中心就近网点仅用一天就完成了

贴现业务，实现了“当天到票、当天

放款”。

为解决小额票据贴现难问题，缓

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去年10月，上

海市经信委支持上海农商银行和浦

发银行上海分行率先在国内设立“上

海小额票据贴现中心”，旨在满足“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重点小微企业的

小额票据贴现需求。

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上海小额

票据贴现中心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的局

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

月，上海小额票据贴现中心共受理

100万以下小额票据 12705张（平均

票面金额 30 万元），占同期小票贴

现数量的 80%，比去年同期小票贴

现数量增长 82%；受理小票贴现总

额 38.6 亿，较去年同期增长 61%。

在受惠企业中，90%以上为小型微

型企业。

小额票据、小银行承兑票据贴现

难加剧了中小微企业的资金紧张。

根据上海市中小企业办调查，今年三

季度，44%的中小企业收到银行承兑

票据作为回款，企业收到的银行承兑

票据占回款的比例显著上升，在个别

行业更是占到了80%以上，票据以单

张20万元以下居多，占比51%，约1/3
的企业希望通过票据贴现融通资

金。但受成本、风险和机制等因素的

制约，多数小额票据成为银行不愿接

手的“烫手山芋”。

为此，上海两家本地银行去年发

起设立了“上海小额票据贴现中心”，

成为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又一次

有益探索和尝试。据介绍，上海小额

票据贴现中心可接受的银票覆盖国

内所有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借助农信

系统联社成员单位优势，将票据承兑

行的范围扩大至各类城商行、农信

社，就连地处老区的江西瑞金市联社

的承兑票据也可贴现。浦发银行设

立 11亿元的专项额度，专门用于非

授信承兑行的贴现业务。近期该行

就受理了一笔承兑行为内蒙古伊金

霍洛农村商业银行的10万元票据贴

现业务。

而过去被商业银行“拒之门外”

的100万以下小额票据，也成为上海

小额票据贴现中心眼里的“香饽

饽”。两家银行承诺对小额票据不设

金额下限，对无瑕疵的票据“来单必

收”。目前，小票中心平均受理单张

票面金额为 30万元，最小单张票面

金额仅1万元。

针对小微企业“短、频、快”的贴

现需求，两家银行均设置了绿色通

道，将审批权限下放支行，要求 3个

工作日内完成业务办理。目前，两家

商业银行的全部 450多个对公业务

网点均可受理小票贴现业务。农商

行在郊区的网点较多，浦发银行在市

区和科技园区的网点较多，双方形成

了业务网点的互为补充，方便小微企

业就近办理。

小额票据贴现中心的成立，既解

决了小额票据、小银行票据贴现难问

题，又为商业银行拓展了低信用风险

的中间业务，积累了忠实可靠的潜在

信贷客户群体，实现了银行和小微企

业间的“双向共赢”。据悉，上海小额

票据贴现中心，力争三年内，形成兼

具社会知名度和业界引领性的小额

票据贴现平台，基本满足本市重点中

小企业的票据贴现需求。

沪“小票贴现”今年投放38亿元
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压力

作为上海国资旗下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浦

发银行无疑将成为上海金融国资银行系资产整合

重组的主体。

□吴婷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