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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上海银行同

业公会近日举行主题为“百年公会再出

发——迈入新时代的上海银行业”的新

闻通气会。记者从此次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近年来，沪上银行业聚焦“一带一路”

倡议、科创中心建设等领域，积极探索金

融业务创新，持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金融服务

近年来，沪上银行业持续发力，主动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金融

支持。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余未迟

表示，该行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跨境并购等重

点领域，打造了包括竞价谈判、顾问咨询、

并购融资、项目建设融资、经营性融资及

出口信贷服务等在内的跨境综合金融服

务体系。

作为最早将“一带一路”作为集团战

略重点的外资银行，渣打银行全球网点与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合度达到了

70%。据渣打银行华东区总经理、上海分

行代理行长翟燕群透露，2017年，渣打银

行参与超过了50多个“一带一路”相关项

目，其中约有一半发生在非洲，四分之一

在南亚。

“渣打银行是全球首家为企业客户

推出手机钱包业务的跨国银行，三年来

该创新业务已经在新加坡、中国、印度以

及马来西亚等 14 个‘一带一路’沿途的

国家和地区铺开。”翟燕群以手机钱包业

务举例称。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也发挥国际

化、综合化优势，助力上海企业“走出

去”。据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郑志

扬透露，在推动跨境跨市场运作方面，该

行先后完成 30 余项自贸区市场首单和

创新业务。

创新金融业务助力科
技企业融资

在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方面，沪上

银行业则积极探索金融创新，致力于满足

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定期在浦东张

江等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区域开展专题

调研，根据科创企业特点，形成了一套针

对小微科创企业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机

制。同时，设立专营机构，扩大服务覆盖

面，2017年开始，该行陆续在张江核心区

等区域设立了6家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形

成了“专营机构+传统网点”分层覆盖的

立体服务体系。

“近年来，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逐步

形成了‘政府+银行+担保+创投’多方联

动的‘张江高科模式’、‘漕河泾模式’、

‘杨浦科创模式’等小微科创融资平台，

建立风险容忍机制和组合担保模式，切

实解决科创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郑

志扬说。

作为全国首批十家投贷联动试点银

行，上海首家民营银行——华瑞银行以

“风险贷款”为重点，兼顾科创生态服务，

服务具有“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模

式、新业态）、“三创”（创业、创新、创造）特

征的早期科创企业。华瑞银行行长朱韬

透露，目前，该行累计拓展科创客户数百

户，实现放款 80 余户，累计放款超百亿

元，资产余额近30亿元，服务覆盖了信息

技术、生物医疗、海洋工程、节能环保等多

个“硬科技”领域。

上海农商行早在 2012年就在张江核

心园区设立上海市首家科技支行——张

江科技支行，构建了以科技支行为龙头、

30家科技金融服务特色支行为支撑的专

营体系，总结经验后向分支行分享推广的

业务模式，切实服务张江高新“一区多园”

科技型企业。上海农商行行长徐力表示，

2017 年末，张江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余额

近 36亿元，占全市七家挂牌的科技支行

总量的36%，“今年，将进一步完善整个科

技金融专营服务体系。”

邮储银行上海市分行近年来将小微

金融服务的重点放在“科技金融”，初步

实现了以科技金融、双创金融为主线的

小企业金融发展特色，陆续推出了“科技

履约贷”、“新三板贷”等特色金融产品，

目前科技型小企业客户占比已超过三分

之一。

积极践行普惠金融上
海新模式

沪上银行业还积极服务都市新生活，

探索普惠金融上海新模式。

华瑞银行为更好服务都市“三高一

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

质和精神追求高、财富积累水平低）的“新

生代”人群，建设完成了包括移动银行、开

放平台等在内的 12大基础平台建设，为

新生代消费者提供基于消费场景的普惠

零售业务。

朱韬透露，在研究租房市场后，华瑞

银行推出了“极时花-租房贷”产品，目

前，累计发放“极时花-租房贷”8 亿元，

服务客户超过 3万名，“目前正在积极研

发涉及装修、购车、旅游、教育等场景的

普惠零售类消费金融产品，成熟一个、推

广一个。”

作为上海养老金上门服务工作的

唯一指定机构，2006 年 11 月起，邮储银

行上海市分行则配合社保部门，为年龄

在 80周岁以上、有特殊困难老人提供养

老金上门发放服务。仅 2017 年，该行

82 个邮政储蓄网点，提供养老金上门服

务达到 3112 人次，累计发放金额达到

1062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成立于 1918
年的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即将迎来百年

纪念。在近日举行的“百年公会再出发

——迈入新时代的上海银行业新闻通气

会”上，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发布 100周

年Logo及纪念邮票。

1918年 7月 8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

成立。1950年1月后，上海银行公会不再

以独立的姿态面向业界和社会公众。因

私营金融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上海市

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于 1953年 2月宣

告结束会务。

浦东开发开放为上海银行业的发展

带来了历史机遇。1992年 12月，上海市

银行同业公会恢复成立，成为上海银行

业发展史上一件标志性事件，目前已成

长为国内成立时间最长、会员类型最广、

会员数量最多的地方性银行业自律组织

之一。

截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上海市银行

同业公会有会员单位222家，涵盖政策性

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

市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村镇银行、外

资银行及商业银行持牌专营机构、信托公

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

司、汽车金融公司、外资银行类金融机构

上海代表处等银行业及非银类金融机构。

目前担任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第十

三届理事会会长单位的交通银行，也是公

会百年前初创时的首批12家会员银行之

一。“交通银行和上海银行公会的历史有

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一部金融报国、变革

图新、艰苦奋斗的历史，是近代中国金融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交通银行上海市分

行行长郑志扬说。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秘书长赵海表

示，历史是文化，文化是软实力，放眼全

球，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有深厚的金

融文化与悠久的金融历史，纪念公会百

年，重要的是传承“百年公会”精神，是对

公会未来发展的一种憧憬与期待。

据悉，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围绕“自

律 维权 协调 服务”职能，有效发挥平台

与桥梁作用，积极为政府管理部门、会员

单位及金融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致

力于打造有吸引力、有公信力、有影响力

的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高水准银行

业同业组织。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6 月 1 日起，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业务单笔限额由300
元上调至 1000元。在完成限额提升的双

免商户，持卡人使用具有“闪付”功能的银

联芯片卡或移动支付设备，进行 1000 元

以下（含 1000 元）的消费时，一挥即可完

成支付，无需输入密码、无需签名。

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是中国银联于

2015年推出的一项小额快速支付服务，持

卡人在指定商户进行限额及以下小额消费

时，不会被要求输入密码，也无需签名。小

额免密免签不但在国际上是成熟的支付方

式，在国内移动支付领域也已广泛普及。

除银联卡外，支付宝、微信等扫码支付的免

密交易限额目前也是1000元。

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加油、超

市购物、买火车票等日常消费金额经常超

过 300 元，为此，中国银联联合各成员机

构对“小额免密免签”功能进行优化，提升

小额免密免签单笔限额。中国银联公告

显示，自今年下半年起，将联合各收单机

构分批次开展商户终端升级，升级完成的

商户，单笔免密免签额度提升至 1000元；

暂未完成升级的双免商户，单笔免密限额

依然为300元。

针对部分持卡人担心额度提升后的

用卡安全，中国银联此前表示，已联合商

业银行建立了一整套风险防控机制，具体

包括商户可信、风险可测、盗刷可保等措

施。其中，商户可信方面，所有支持小额

免密免签的商户均经过严格筛选，均为管

理规范的全国及各地知名品牌或连锁商

户，中国银联联合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收

单机构，建立了商户日常交易监测机制，

确保用卡环境安全可靠；实时风控监测方

面，小额免密免签交易由中国银联及发卡

银行对后台进行实时风险监测，通过监测

交易特征，识别可疑交易并立即暂停授

权；失卡保障方面，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

行为小额免密免签用户提供专项风险保

障服务，持卡人一旦发现异常双免交易，

可第一时间联系发卡银行申请补偿，享有

72小时失卡保障服务，每位持卡人每年最

高可累计赔付30000元。

监测数据显示，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

服务推出以来，欺诈率仅为百万分之二

（0.02BP），远低于同期境内银行卡欺诈率

平均水平（2.36BP）。

持卡人如果依然不放心，也可随时关

闭小额免密免签服务。据悉，目前银行给

消费者开的借记卡及信用卡，基本都默认

开启小额免密免签功能，只需致电开卡银

行客服电话或到银行网点即可关闭小额

免密免签功能。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总部在上海

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汇付天下近日宣

布，已于 6月 1日起在港交所公开发售股

份，预计 6 月 15 日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交

易。一旦上市，汇付天下将成为中国第三

方支付第一股。

根据招股书，汇付天下 IPO招股时间

为 6月 1日-6月 6日，拟全球发售约 2.25
亿股，其中，公开发售10%的股份，剩余股

份进行配售，另有15%的超额配股权。发

行价区间为每股6.5港元至8.5港元，根据

区间中位数7.5港元估算，汇付天下预计，

在扣除全球发售费用等后，募集资金净额

约为15.93亿港元。

汇付天下透露，公司 IPO募集资金用

于增强公司技术系统及研发能力、选择性

收购或战略投资、加大公司直销渠道、招

募及培养人才、部分偿还公司因重组而产

生的银行借款等。

值得一提的是，汇付天下已与上海联

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基石投资协议，

联银创投将斥资等值 8000万人民币的港

元认购汇付天下全球发售股份。联银创

投为中国银联全资附属公司，主要从事投

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业务。

汇付天下是一家独立第三方支付服

务提供商，向小微商户和垂直行业提供全

面的支付服务及解决方案。截至 2017年

底，该公司的客户覆盖中国超过 580万家

小微商户、1500家互联网金融提供商及各

垂直行业的 4000 家公司。数据显示，

2017年，汇付天下实现收入17.26亿元，实

现净利润1.33亿元。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日，浦发银

行与蚂蚁金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

来，双方将在金融科技、线上线下全渠道支

付业务、互联网渠道经营及市场营销等方

面开展合作。

蚂蚁金服将优先向浦发银行开放金融

科技能力，其中包含人工智能、供应链合作、

生物识别、数据风控业务等方面的合作。

同时，双方还将探索并提升双方在互联网

风控及反欺诈方面的风险防御能力与潜

力，蚂蚁金服将为浦发银行提供防范营销

作弊、交易欺诈、信贷欺诈的立体化支持。

此外，双方还将继续加强在互联网支

付市场营销及渠道经营方面深入合作，开

展线上、线下全方位的支付解决方案与市

场营销合作，为小微实体经济提供更为便

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

认为，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各有

所长，通过合作能够加速科技在金融业的

应用，促进金融向更高效和更普惠的方向

发展，对我国金融业加速发展有重要意义。

浦发银行表示，此次与蚂蚁金服的合

作，将进一步扩展浦发银行的科技创新能

力，强化金融科技引擎，加快推进数字化

转型，实现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的战略

目标。

上海银行业多举措支持实体经济
科创金融和“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等成亮点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迎百年纪念

浦发银行与蚂蚁金服达成战略合作

赴港招股预计募资16亿港元

汇付天下或成我国第三方支付第一股

银联卡小额免密单笔限额提至1000元
提供失卡保障服务 每位持卡人每年最高可获赔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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