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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一”假期，浦东新区环境监察

支队的“环境卫士”们仍坚守岗位，通过全

面开展“迎国庆、迎进博”环保执法保障专

项行动，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为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举行保驾

护航。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和“精心办好第二届进口博览

会”的总体部署，浦东新区环境监察支队

根据《浦东新区“双迎”城管执法保障工作

方案》的要求，结合执法大练兵等中心工

作，启动了“迎国庆、迎进博”环境保障专

项行动。

开展空气质量改善专项攻坚战环境

执法工作是此次专项行动之一。浦东新

区环境监察支队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即

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信访开展重

点抽查，切实落实污染防治工作。管控优

先，在注重环境监管和环境风险防范的基

础上，强化应急响应，确保在环境空气质

量出现恶化趋势时，及时开展应急响应巡

查。支队还强化执法，从严查处，在巡查

过程中，对存在大气环境违法行为的，依

法从重处罚外，注重新“环保法”四个配套

办法的应用；对偷排、偷倒污染物构成污

染环境罪的行为，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环境风险管控也是重中之重。具体

涉及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大于 100 吨的企

业、重点环境风险企业（化工企业）以及一

类污染物排放企业。

据介绍，专项行动期间，浦东新区环

境监察支队将对全区危险废物年产生量

大于 100吨的 197家企业开展专项检查，

进一步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环境安全企业

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

通过自查自纠和监督检查全面深入开展

对危险废物收集、储存、处置、利用的规范

化管理。支队还对全区 41家重点环境风

险企业（化工企业）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全

面彻查其涉及水、气、声、渣等各方面的环

境行为，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预防环

境事故发生。此外，支队针对全区 30 家

一类水污染物排放企业特点，实施随机抽

查、定期巡查、专项检查、监察监测联动检

查、夜间及节假日突击检查等方式，加强

对一类污染物的环境执法，对相关责任人

触及行政拘留、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将及

时移交公安部门处以行政拘留或追究刑

事责任。

据悉，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浦东新区

环境监察支队结合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

“百队行动”，每天安排两组人员对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企业开展巡查，检查情况每日

汇总上报，通过落实责任、强化执法、跟踪

反馈等措施，做到“突出重点，查处结合，

防范风险”，有效保障空气质量达到控制

目标。 （黄静）

浦东开展“迎国庆、迎进博”环保执法保障专项行动
重点开展空气质量改善专项攻坚战等环境执法

浦东新区环境监察支队对危废年产量大于浦东新区环境监察支队对危废年产量大于100100吨的企业进行检查吨的企业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张淑贤

继发布临港新片区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临港集团、上港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近日，上海银

行与重点实体企业、境外战略股东、研究

院所等联合建立的“两大创新载体”——

自由贸易联合创新中心、科创金融创新实

验室以及“一家专营机构”——上海银行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行正式揭牌。

上海银行表示，“创新载体”和“专营

机构”都将聚焦于临港新片区产业定位，

围绕支持实体经济，服务上海改革发展大

局，打造临港新片区金融服务的新“高

地”。

为临港新片区企业提
供特色金融产品

记者获悉，上海银行与上港集团、桑

坦德银行合作建立的自由贸易联合创新

中心，将依托上港集团独特的区位优势与

航运服务经验，以及上海银行境外股东桑

坦德银行的全球网络和自贸区金融服务

优势，着眼航运金融创新，聚焦自由贸易

体系下的离岸转手买卖、沿海捎带等业

务，打造特色化、专业化、全球化的服务创

新平台，为临港这座对标国际的全球枢纽

港注入新动力。

另一大创新载体——上海银行与中科

院微系统研究所、新微科技集团合作设立

的“科创金融创新实验室”，将整合三方优势

资源，共同投资培育集成电路产业链中成

长型科技企业的“试验田”。合作各方将为

临港新片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打造覆盖

企业全生命流程的服务方案，全面提升新

片区金融环境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合力

推动临港新片区高端产业实现飞跃。

同时揭牌的上海银行临港新片区支

行，将利用区内已有的物理网点服务资

源，定位为经营性支行，下辖临港支行，未

来条件成熟时将升级为分行。同时，该行

积极响应“全球招聘”高端人才引入机制，

在全行范围内选拔管理、营销、专业、中后

台各类精英人才，并放宽视野、广纳英才，

开辟社招与校招渠道，为临港新片区的高

质量发展培养专业化队伍。

上海银行表示，新片区支行揭牌后，

将匹配区域基础建设、重点产业集群和项

目，为区内企业提供科创金融、跨境金融、

供应链金融等特色金融产品，并配套制定

涵盖企业注册咨询、一网通办、财税规划、

业务渠道撮合、合同法务保障等在内的一

揽子服务方案。

沪上银行持续加码临
港新片区金融服务

此前，上海银行已宣布，为新片区的

实体企业、机构提供不低于 1000 亿元的

授信支持。同时，该行将在新片区设立上

银科创基金，整体规模为 100 亿元，聚焦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

空、新能源汽车等战略重点产业，为新片

区科创企业实施金融赋能。

上海银行表示，未来，该行将继续发挥

全行合力，在新片区内打造多渠道、全方

位、立体化的智慧金融创新品牌：一是搭建

政、银、产、学、研多方合作桥梁，共创功能

性金融平台；二是发挥跨境政策优势，成立

更全面、更便捷、更智能的线上跨境结算中

心；三是树立民生金融与高端人才服务的

新标杆，配套升学、健康等系列服务，助力

新片区人才配套服务体系的构建。

事实上，自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8月

6日发布以来，沪上银行业一直持续加码

新片区金融服务。9月29日，建行上海临

港新片区分行为临港新片区内新设企业

上海拓澳实业有限公司成功搭建跨境双

向人民币资金池，这也是同业首个为临港

新片区内注册企业搭建的跨境双向人民

币资金池；9月 27日，浦发银行上海临港

新片区分行举行分享会，向到场的 50 家

企业介绍该行此前发布的新片区金融服

务方案……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李军近日

透露，上海正会同在沪的金融监管部门，

制定与新片区发展相关的金融制度和配

套细则，以进一步推动支持新片区实现资

本项目可兑换，区内企业跨境融资等。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日前，浦发银

行上海分行为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人民币利

率互换业务。该笔业务是浦发银行在此

次 LPR 定价改革后，为客户进行利率避

险管理而开展的首笔代客业务。

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大数据营

销软件业务，是国内企业数字营销 SaaS
云服务供应商，帮助全球企业实现全渠道

自动化营销，技术涵盖构建全面的客户档

案、分拣客户群体、管理多方数字渠道信

息等。前期，该公司通过浦发银行办理了

为期半年的小微企业“千户贷一期”流动

资金贷款，按原利率计算规则，每季度支

付固定利率利息。

在 LPR 改革背景下，为有效满足企

业利率避险的需求，浦发银行与该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制定了“利率避险”策略，

通过支付浮动利率、收取固定利率等，将

固定的债务成本转化为 LPR 浮动利率，

以使企业的融资成本更贴近市场利率水

平。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具有全国创

新示范意义的数字健康保险交易平台日

前正式上线，旨在实现保险行业和健康医

疗行业数据的互联互通，推动健康保险交

易的数字化转型，大幅提升健康保险的交

易效率和服务质量。

该平台由上海保险交易所与宁波市

人民政府合作共建，通过深度集成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推

动商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医疗大

数据等资源的对接整合。

目前，该平台可提供四大功能：一是

核保风控。平台可以及时获取被保人的

健康状况，支持保险公司做出正确的核保

决策，降低成本，提高承保效率。

二是快速理赔。平台可以实时获取

客户在医院的就诊信息，在线支持客户无

纸化报案以及保险公司的数字化理赔。

三是案件核实。平台可以提供异地

就医等重大案件的核实，防止理赔欺诈，

提升理赔效率。

四是理赔调查。平台可以为理赔调

查提供健康医疗数据的支撑，以协助保险

公司尽快做出理赔决策，缩短赔付周期。

作为健康保险发展的功能性平台，该

平台通过集成卫健部门、医保部门、医院

和其他医疗机构等相关资源，以大数据应

用为基础，向保险机构和消费者提供一站

式综合服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记者获悉，平台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据介绍，已完成了与宁波市卫健委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对接，并与 16 家保

险公司达成合作。

下一步，上海保险交易所将坚持高质

量、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全国性数字健康

保险交易示范平台，进一步扩大医疗医保

数据的覆盖范围，加快推出精准化、定制

化的健康保险交易产品，实现商业健康保

险、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深

度融合，努力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

内复制推广。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日益增长的

跨境支付需求，推动银联这家位于浦东的

卡组织不断深化实施国际化战略。银联

国际日前宣布，随着波黑、智利首次开通

受理银联卡，银联全球受理网络延伸至

176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巴林、马达加斯加

发行银联卡，境外发行银联卡的国家和地

区数达到57个，累计发卡量突破1.2亿张。

2004 年起，银联实施国际化战略。

15 年的时间里，银联支付服务受理范围

从境内通用拓展为全球通用，服务对象从

中国持卡人推广到全球持卡人，境外服务

方式从卡片支付延展至手机支付，初步建

起了互联互通的全球支付网络，被誉为

“中国金融支付在世界的名片”。

受理范围：
“境内通用”到“世界通用”

伴随中国游客的脚步，银联成长为境

外商户熟知且认可的支付品牌。目前，境

外已有超2800万商户受理银联卡。在亚

太地区，银联卡整体覆盖率达 90%；在欧

洲，90%的国家和地区已支持银联卡。此

外，非洲银联卡覆盖率已超80%。

在加速拓展受理范围的同时，银联国

际还持续丰富银联卡使用场景，境外用卡

体验正从“能用”向“好用”转变。以自由

行场景为例，70余家国际航空公司支持银

联卡在线购票；20个热门自驾游国家和地

区可用银联卡租车；全球10大酒店品牌的

银联卡受理覆盖率超过70%；31个国家和

地区驻外使领馆已开通银联支付服务。

用卡群体：
从中国持卡人到全球持卡人

2004 年，境外首张银联卡在我国香

港诞生，自此银联业务本地化进程不断提

速。从境外发行第 1 张银联卡到突破

5000 万张，银联用了 11 年；从 5000 万张

到1亿张，仅用时3年。

目前，境外 57 个国家和地区已累计

发行超过 1.2亿张银联卡，这些卡片今年

上半年的交易量同比增长近40%，银联卡

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持卡人青睐

的支付工具。

境外银联卡发行规模的高速增长，与

中国加速对外开放步伐，境内外双向支付

需求不断提升密不可分。以“一带一路”

沿线为例，区域内已累计发行银联卡超

8300 万张，比倡议提出前增长超过 50
倍。“银联”已成为老挝、蒙古和缅甸第一

大发卡品牌，而在阿联酋、俄罗斯、肯尼

亚、菲律宾等地，银联卡已成为当地居民

的工资卡、学生卡或市民卡。

支付方式：
从卡片支付到手机支付

顺应消费者支付习惯的改变，近年

来，银联积极创新移动支付产品，联合产

业各方推出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注册

用户现已突破 2亿。越来越多境外商户

也把受理“云闪付”作为服务中国消费者

的“标配”，“云闪付”用户可在境外超 300
万商户体验扫码支付或“挥”机闪付带来

的便利。

银联国际也将便捷的移动支付服务

带给境外持卡人。去年 9 月，银联国际

开通云闪付 App 港澳持卡人服务，有效

满足大湾区移动支付互联互通的建设需

求；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的 12
个国家和地区，已有 21个采用银联技术

开发或升级的电子钱包落地。当地消费

者在这些电子钱包App上绑定本地发行

的银联卡，或在App内申请银联虚拟卡，

即可在境内外支持银联二维码的商户扫

码支付。

上海银行“两大创新载体”和新片区支行揭牌

临港新片区金融服务持续创新

上海保交所上线数字健康保险交易平台

健康保险交易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

受理网络延伸至176个国家和地区

银联逐步搭起全球支付网络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落地首单
LPR新机制下利率避险业务

上海银行将打造新片区金融服务新“高地”。 □上海银行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