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18年末，上海

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 12739.09 亿元，

其中单户授信1000万以下

小微贷款余额 3063.85 亿

元，同比增长60.46%，贷

款“投小投微”效果显著。

上海银保监局还与上

海市科委联合制定，上海

银行业支持上海科创中心

建 设 的 行 动 方 案

（2017-2020 年）， 建 设

“专业、联动、全面”的科

技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上

海在2020年前形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的基本框架。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沪银保业在探索“大都市型普惠金融

的上海模式”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效。上海

银保监局近日发布的《2018年上海市普惠

金融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沪银

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3812个，平

均每 804人拥有一台ATM自助设备，每

26人拥有一台POS机；辖内拥有 1403家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支行和社区支行，

基本实现小微企业在方圆 2公里范围内

可找到一家银行网点。

银行业贷款“投小投
微”效果显著

《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末，上海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12739.09亿元，其中单户授信 1000万以

下小微贷款余额 3063.85亿元，同比增长

60.46%，辖内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约

60.81万户，同比增加26.62万户，贷款“投

小投微”效果显著。

在小微专营支行方面，辖内银行机

构共设有 3家小微企业专营分行、14家

以支农支小为市场定位的村镇银行、

1403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支行和社

区支行，形成了以大型银行、城商行、农

商行、村镇银行为主导，其他类型银行为

补充的小微金融专营服务机构体系，小

微金融服务网点遍布全市16个市辖。

保证保险则累计为1893家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68.32亿元银行贷款提供融资增

信服务，涉及制造业、电子信息行业、电力

燃气能源供应、环保行业等多个领域。

《报告》指出，沪银行业金融机构还

针对小微企业贷款服务开辟绿色通道，

推出小微金融服务办理时限承诺。据统

计，在沪中资银行授信回复时限在 1-3
天的银行占比达42%，时限在3-7天的银

行占比为45%。

科技金融服务供给进
一步扩大

为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上海

银保监局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新设或通

过改造原有网点成立科技支行，工商银

行上海市分行去年即在辖内设立了首家

大型银行科技专营支行。截至2018年末

辖内共有 7家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

91家，较2017年末增加2家；科技金融从

业人员834人。

上海银保监局还与上海市科委联合

制定，上海银行业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的行动方案（2017-2020年），建设“专

业、联动、全面”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支

持上海在2020年前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框架。截至2018
年末，上海辖内科技型企业贷款存量户

数为5991户，较2017年末增加756户，增

长率为 14.44%；贷款余额 2424.31亿元，

较 2017年末增长 353.04亿元，增长率为

17.04%。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全部

科技型企业中的占比为 89.97%，贷款余

额占比为49.33%。

上海保险业机构也加强与政府，科

技部门、科技园区等合作，大力发展科技

保险和信用保险，为科技创新和中小企

业发展提供保障。比如，专利综合保险

稳步推进，2014年在奉贤区正式开展专

利综合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已为上海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承保专利数量 2400 多

件，已在奉贤、黄浦、杨浦、浦东新区等地

为 300余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累计提供

7500万元风险保障，分布于制造业、信息

技术以及医药等行业领域，支付赔款

18.5万元。

关注老年人等特定人
群的需求

《报告》指出，上海银保监局还配合

相关部门针对性地推出了一些准公共产

品性质的保险产品，为老年人、残疾人等

特定人群织密民生保障网。包括开展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2015年，住房反向

抵押养老保险试点项目正式落地上海，

三年来项目平稳运行，稳中有进。截至

2018年末，上海参加以房养老保险业务

的承保客户共 42户（58人），领取养老保

险金的客户共 41户（57人），共发放养老

金约 1221万元，每户月均领取养老金约

12810元。

开展“银发无忧”老年人综合意外保

障项目。自2005年起，上海“银发无忧”老

年人综合意外保障项目正式建立，保障老

年人因意外伤害引起的身故和意外残疾、

骨折等产生的医疗费用。每年承保约50
万人，提供风险保额500亿元。截至2018
年末，累计承保约 390.4万人次，为约 3.2
万人次提供2914.6万元赔款。

上海保险业还积极为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提供保险服务，涵盖意外、重疾等专

属责任，每年约承保16万人，风险保额约

190亿元。截至2018年末，累计承保31.5
人次，累计赔付 1.9 万人次，理赔金额

3748.5万元。

上海已在普惠金融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上海模式”。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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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中央结算公司

近日与欧清银行在沪签署合作备忘录，持

续拓展和深化与海外金融基础设施间的业

务合作，助力我国债券市场开放。

欧清银行是世界知名的国际中央证

券托管结算机构，2007 年起即是中央结

算公司国际化战略中重要的合作伙伴。

此次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进一步确认，

将探索跨境互联机制及担保品管理服务

合作。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军表

示，中央结算公司与欧清银行的跨境合作，

是探索多元开放、助力跨境风险管理的有

益尝试，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

新机遇和新思路。

在业内人士看来，金融基础设施的跨

境互联互通，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参与中

国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规模，增强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影响力、资源配置

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下一步，中央结算公司将与欧清银行

共同构建构建“中央登记确权、多级服务客

户”服务框架，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市

提供更便捷的直接入市服务。同时，双方

还将探索跨境担保品应用，努力实现双方

担保品管理平台直接对接，联合发布多元

业务场景下的跨境担保品管理服务产品，

推动人民币债券纳入国际市场合格担保品

范围，支持中国债券市场实现更深层次和

更高水平的开放。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国家外汇管

理局昨日宣布，为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市

场对外开放，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合称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

度限制，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

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

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是中国金融市

场开放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也是境外投资

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

自 2002 年实施 QFII 制度、2011 年实施

RQFII制度以来，来自全球 31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 400家机构投资者通过此渠

道投资中国金融市场，在分享中国改革开

放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了

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多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直坚持在

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推进金

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推动合格境外投资

者制度外汇管理改革，已于 2018年取消

相关汇兑限制，极大便利了境外投资者投

资境内金融市场。随后，明晟（MSCI）、富

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以及彭博巴克莱等国

际主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

其指数体系，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境外

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相应

增加。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

济师王春英表示，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

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是深化金融市

场改革开放，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

大改革，也是进一步满足境外投资者对

我国金融市场投资需求而主动推出的改

革举措。

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

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

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

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中

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将更好、更广泛

地被国际市场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在取消合格境外投资

者投资额度限制时，RQFII试点国家和地

区限制也一并取消。王春英表示，取消

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有助于进一

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提

升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欢

迎符合条件的全球各地境外机构使用境

外人民币开展境内证券投资。”

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在按程序报

请国务院取消相应行政许可项目，待批准

后，由国务院统一对外公布。

据王春英透露，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立

即着手修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

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明确

不再对单家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

进行备案和审批。届时，境外投资者在获

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相关资格后，

应委托境内托管银行按规定办理相关登

记，凭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业务登记凭

证在托管银行开立专用资金账户及办理

后续资金汇兑等业务。

下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深化

外汇管理改革，不断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对

外开放，支持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

场，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程度。同时，

在开放中适应开放，切实防范跨境资本流

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取消

中央结算与欧清银行达成合作

金融基础设施跨境
合作助力债市开放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昨日上午，全

国集中管理的信托受益权账户系统正式在

位于浦东的中国信登上线，并对外提供账

户业务办理服务。当日，包括六大国有商

业银行在内的 23家银行总行开立了信托

受益权账户，首批信托受益人开户银行获

颁《信托受益权账户开户证明书》。

中国信登与中信信托、上海信托、中融

信托和重庆信托等首批 31家代理开户机

构签订了《信托受益权账户代理开户协

议》，首批代理开户机构将可办理信托受益

权账户的开立、使用、变更和注销等业务，

年内其他信托公司也将陆续签约成为代理

开户机构，相关代理开户机构名单将在中

国信登官网分批次公示。

中国信登董事长文海兴表示，作为我

国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信

托行业长期以来缺少统一的受益权账户管

理平台，不仅信托公司无法进行统一的受

益人管理，信托受益人管理自身受益权份

额也极不便利。此外，信托受益权缺乏统

一完善的行业风险缓释机制，也导致信托

受益权的流动性极低，行业风险无法得到

及时有效地缓释。

中国信登信托受益权账户管理系统上

线运行，将实现全国集中管理的信托受益

权账户体系建设零的突破，有利于向受益

人提供份额登记与查询等服务，及时有效

地揭示缓释风险，切实保护受益人合法权

益。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助推上海成为

我国信托业发展集聚高地和金融创新阵

地，完善提升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功能和能

级等。

下一步，中国信登将有序推进代理开

户机构资格申请工作，同时督促代理开户

机构落实好对账户主体及受益所有人身份

合规管理，做好账户开立环节的抽查和使

用环节的检查工作，确保信托受益权账户

体系建设的有序开展。

行业基础服务设施再创新

全国信托受益权
账户系统上线

每26人拥有一台POS机 有1403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网点

大都市型普惠金融“上海模式”基本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