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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小微增信基金撬动银行资源服务

小微企业成效显著。记者近日在“2019年浦

东新区小微企业增信基金半年度工作推进

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浦东小微企业在小

微增信基金项下累计获得银行贷款15亿元，

已完成年初制定的20亿元贷款目标的逾七

成，超过去年全年规模。

下半年，浦东将启动小微增信基金项目

的持续政策研究工作，拓展小微增信基金政

策效应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完善浦东重点

优势产业和“三农”企业的金融服务。

受惠企业多属重点产业

为有效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2017年底，浦东新区金融局会同区财政

局、区科经委出台《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增信

基金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浦东财政

安排专门资金，设立与市融资担保基金相配

套的浦东小微增信基金，力求以“降成本、降

风险”促进小微企业“增信用、增信心”，激发

银行积极性，鼓励信贷产品创新，引导金融

资源服务浦东小微企业。

2017年和2018年两年内，浦东小微企业

通过小微增信基金累计获得3468笔共计44.3
亿元贷款，各项数据排名均位列全市首位。

今年上半年，浦东小微企业通过小微增

信基金获得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来自区金融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浦

东小微企业在小微增信基金项下从银行合

计获得的贷款规模达 15 亿元，同比增长

134%，完成全年计划的77%。在市担保中心

全市 81.7亿元的规模中，浦东企业占比达

18.5%，比去年提高2个百分点。其中，一半

以上企业属于浦东重点优势产业。

银行方面，今年上半年，三家银行在浦

东小微增信基金项下为浦东企业发放的贷

款超过2亿元。其中，上海农商行累计审批

金额2.75亿元，位居首位，中国银行和上海

银行分别以2.48亿元和2.46亿元紧随其后。

上海农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

半年，该行为浦东企业发放了104笔贷款，

单户金额在 500万元以下，已较去年全年

发放的贷款规模翻番。

“浦东分行和南汇支行的区位优势很明

显，在上半年浦东分行发放1亿元，南汇支行

发放7000万元，合计占比达60%。”上述上海

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说，“这是该行推行的属

地化原则，业务拓展和风险管控有效统一。”

下半年将继续发挥浦东分行的领头羊作用，

力争全年上海农商行为浦东企业发放的贷

款达到5亿元。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两家银

行的相关负责人同样表示，全年为浦东企业

发放的贷款有望达到5亿元。

打通融资“最先一公里”

为激发银行基层网点客户经理的积极

性，打通浦东企业融资的“最先一公里”，管

理办法还针对银行一线经营团队和个人给

予一定的奖励。

区金融局经济处处长丁俊介绍，今年上

半年，浦东一方面继续推进面向企业的政策

宣传，在张江、金桥等区域开展了9场小微增

信基金企业政策宣讲活动，参会企业近千

家；另一方面，重点开展银行基层经营单位

的政策培训，确保政策真正激发银行基层的

积极性。

上半年，区金融局先后在上海农商行、

上海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开展

内部专题培训9场，现场解答银行一线客户

经理的咨询。

在此次推进会上，包括交通银行、工商银

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相关负责人也均提出，由

于部分新员工对浦东小微增信基金政策还不

是很了解，希望下半年区金融局能到行培训，

进一步提升客户经理的积极性。

记者获悉，区金融局已累计拨付各类补

贴和奖励资金1000余万元。而针对企业和

银行申请政策的常见问题，区金融局还梳理

了39项注意事项，优化了政策受理环节和要

求，明确了相关工作节点，进一步理顺了政

策落实流程。

将启动接续政策研究工作

2018年底到期的浦东小微增信基金项

目，经区委常务会议审议同意，已延续至

2020年底。为保证政策有效衔接，浦东相关

部门下半年将适时启动相关接续政策研究

工作，力争不断扩大受惠企业范围，持续增

加多种金融工具，多渠道解决浦东企业融资

难题。

丁俊同时透露，浦东未来还将进一步完

善新区重点优势产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包

括联合浦东新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产业

协会，在金桥、张江等区域组织相关投融资

对接和政策说明会；与市担保中心、银行共

同推进新区重点企业的特色金融服务方案；

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措施落地；强

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等。

（一）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属

于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

担保基金管理中心重点扶持的企

业，当年度担保贷款2000万元以下

（含），给予100%担保费补贴，具体

包括：

1、获得国家创新基金项目、上

海市创新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认

定的上海市科创型企业、上海市科

技小巨人企业和小巨人培育企业，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及上海市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企业。

2、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

3、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新三板”）挂牌企业，上海股权

托管交易中心科技创新板挂牌和E

板挂牌企业等。

4、国家重点支持的节能环保、

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新

材料等七大战略新兴行业及关系

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

的企业。

（二）支持新区各类融资担保
公司为新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
担保。单户企业当年累计担保贷

款500 万元（含）以下，按担保额给

予1%风险补偿；单户企业当年累计

担保贷款500至2000万元，按企业

年担保额给予 0.5%风险补偿。为

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企业或拥有发明专利或著作权登

记企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上海

市驰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产品企业

提供担保的，按担保额增加0.5%风

险补贴。

（三）支持通过再担保方式降
低新区各类融资担保公司政策性
融资担保业务的风险。新区融资

担保公司与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

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签订

再担保合作协议降低风险，担保规

模达到1亿元以上，给予一次性50

万元的奖励。

（四）建立新区政策性融资担
保公司功能发挥激励机制。根据

新区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当年为

新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与

净资产相比放大率（不低于1.2）、新

区中小微企业担保业务占比（不低

于80%）、担保产品创新、风险控制

（2016年度起累计代偿比例不高于

5%）等指标达标情况，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奖励（各项指标权重分别

占25%）。

（五）降低合作银行中小微企
业代偿风险。合作银行为新区中

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新区在市中小

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担保

比例基础上增加5%。

（六）支持合作银行开发小微
企业金融产品。合作银行推行税

控贷、工资贷、股权质押贷款等纯

信用贷金融产品，且新区受益中小

微企业达到100家以上，给予50万

元一次性奖励。

（七）鼓励试点银行围绕新区
中小微企业贷款制定目标计划、加
强队伍建设，发挥规模效应。试点

银行通过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

资担保基金担保的新区中小微企

业新增贷款规模达到5亿元，给予

500 万元一次性奖励；新增贷款规

模达到10亿元，给予1000万元一次

性奖励。

（八）引导试点银行开展小微
贷款业务。试点银行为新区中小

微企业提供贷款，单户企业年贷款

500 万元（含）以下，按贷款额给予

0.5%业务补贴。

（九）其他经新区政府批准需
要扶持的项目。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生物医药产业重点企业——上

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单

抗为代表性的大分子生物药物完整临床

前开发及项目统筹管理服务的企业。随

着业务的发展，博威生物债权和股权方面

都有融资需求，在浦东新区金融局走访企

业时，企业提出希望区金融局帮忙对接金

融机构。

在了解了企业的资金需求后，区金融

局第一时间为博威生物对接张江创投、中

泰华信、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目前，交

通银行已发挥浦东小微增信基金政策优

势，为博威生物落实 480万元担保基金贷

款，中泰华信等股权投资机构也正与企业

对接。此外，区金融局还为博威生物对接

了浦发硅谷银行和上海银行张江支行，希

望通过这两家有特色的科技银行为企业

提供符合需求的融资服务。

“一企一策”多渠道满
足融资需求

博威生物只是区金融局服务生物医

药产业的一个缩影。针对生物医药产业

的特点，区金融局围绕重点企业个性化的

融资需求和难点，以“一企一策”为原则，

积极协调各类金融机构，多渠道精准满足

企业的融资需求。

股权投资方式。康码科技拥有世界

首项体外DNA to-Protein （D2P）蛋白合

成系统技术，可以快速高通量地合成目标

蛋白质，区金融局帮助该企业对接了国内

知名风投机构，目前企业已和投资机构在

就股权价格进行谈判；奥浦迈生物从事高

品质动物细胞无血清培养基开发和大规

模生产，2019年预计销售收入1亿元，在该

企业提出希望有国资背景的创投公司领

投B轮的诉求时，区金融局协调企业与浦

东相关国资投资机构对接。

银行贷款方式。众强药业主要业务

是高端仿制药及罕见病的创新药物研发，

在企业没有抵质押品的情况，区金融局帮

助企业对接了建设银行、光大银行，以科

技履约贷等形式，给予企业500万元贷款。

保险融资方式。宇昂水性新材料主

要从事水溶性高分子新材料研发、生产和

销售，是全国水溶性高分子行业标准的制

定者和行业协会发起单位，预计在2019年

实现营收 1.5亿元。针对该企业提出的申

请国际专利常受申请国本土专利保护，造

成历时较长、程序复杂等问题，区金融局

协调企业对接人保财险自贸区分公司，通

过专利申请保险，为宇昂科技提供一揽子

综合保险服务。

记者获悉，浦东金融局还和银行、保

险公司共同走访生物医药企业，帮助金融

机构深入了解生物医药细分领域的行业

特点，从而推动研发针对性的融资产品。

目前，上海银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已在

积极准备相关产品的推出。

建立重点企业服务团
队等工作机制

根据浦东生物医药产业地域分布特

点和集中度，区金融局以张江核心园、国

际医学园区为主设立重点企业服务专员

组成团队。每一家重点企业由专员服务，

不仅负责重点企业提出的融资需求的沟

通对接，联系所在区域的金融机构提供金

融服务，还协助企业打通政府部门、交易

所、园区企业服务部门、行业协会的沟通

渠道，宣传解读各项融资政策，形成以企

业需求为核心、服务团队为枢纽的工作机

制，协调各种资源解决企业问题。

记者获悉，重点企业服务专员定期走

访企业，并建立企业专属档案。档案内容

涵盖企业各类经营信息和融资状况，并动

态更新，借助大调研平台，及时反馈企业

需求。

据悉，区金融局正会同有关部门，根

据细分行业优选出20余家企业，作为首批

服务重点。

此外，区金融局还以座谈会、走访调

研、行业论坛等多种形式，收集企业融资

需求，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平台。比

如，今年 4 月，区金融局择优选择基因检

测、仿制药研发、医药研发合同外包等细

分领域的7家企业，与银行、券商、保险、风

险投资等机构深入座谈。5月，区金融局

会同市生物医药协会、上交所举办浦东生

物医药投融资论坛，介绍企业登陆科创板

等资本市场的法律、融资问题。

下一步，区金融局在持续跟踪推进生

物医药产业重点企业融资服务的同时，还

将参照生物医药产业服务的模式，对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区重点产业，广泛联

系银政保投担等金融机构，持续跟踪服务

新区各重点产业，做好企业服务的“店小

二”，当好银企对接的“红娘”。

浦东增信基金服务小微企业见成效
上半年撬动银行贷款15亿元 超去年全年规模

浦东新区金融局跟踪服务重点优势产业——

做生物医药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红娘”

浦东小微增信
基金政策要点

浦东小微增信基金以“降成本、降风险”促进小微企业“增信用、增信心”。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区金融局理顺小微增信基金政策落实流程，做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区金融局 供图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