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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30条”落地周年，浦发银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助力

浦发银行积极参与临港新片

区金融创新先行先试

新片区是浦发银行实现新发展前所
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服务好新片区建设更
是浦发银行的新使命、新任务。”浦发银行
董事长郑杨说。过去一年，以“资金支持倍
增、服务规模倍增，引领新片区金融制度
创新、引领新片区金融开放”为指引，浦发
银行积极参与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金
融创新先行先试，走出了一条自贸金融改
革与创新之路。

2019年 8 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挂牌
次日，浦发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分行正式揭牌营业。 2020 年 8 月，浦发
银行将《自贸区新片区金融服务方案》升
级至 2.0版本， 重点突出了发挥数字化
先行优势提升服务便利、通过多元化融
资助力产城发展、三位一体打造离在岸
枢纽等三大亮点。

截至 2020 年末， 浦发银行已为近
4000 家客户提供了高效的本外币一体
化 FT 账户服务，与 260 家集团开展跨
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合作，累计实现跨
境总交易量超过 3000 亿元； 在本外币
一体化、跨境人民币、外汇管理等领域
积极探索，累计推出了跨境人民币支付
便利业务、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
业务、 外债额度一次性登记业务等 15
项新片区“市场首单”。

落子安徽， 为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安徽地处长三角一体化重点区域，
充分发挥战略新兴产业优势，步入新发
展格局。 2000 年，浦发银行落子芜湖，
2007 年， 合肥分行在这片创新创业的

热土上应运而生。
近年来，安徽以“芯屏器合”为标识

的战略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闻名全国。
浦发银行发挥专长，贡献金融力量。 从
为京东方 、维信诺 、长鑫存储 、科大讯
飞、睿力集成电路等重点科技型企业提
供授信，到为奇瑞汽车、蚌埠安水、中建
材竣鑫能源等多个具有示范效应的重
点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再到为商合杭铁
路公铁大桥连线工程、合安高铁、铜陵
市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提供金融支持，浦发银行日益成为安徽
融入长三角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
量。目前，合肥分行服务安徽地方经济发
展累计投放信贷资金超过 6000亿元。

去年 9 月，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出炉后，合肥分行第一时
间申请协调自贸区金融服务资源，对接
政府部门主动参与自贸区政策制定，牵
头同业探讨自贸区外汇政策，研究和制
定自贸区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积极
发挥分行在离岸及国际业务领域的优

势，利用国内信用证、外币结算、结售汇
等各类产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国际
化金融服务。 去年，浦发银行合肥分行
落地系统内首单 TT 跨境同业代付业
务、中长项目贷款项下国际贸易融资产
品加载业务，既拓宽了跨境同业业务新
品种，推动了国际信用证开证及代付融
资业务的持续开展。

为助力安徽自贸区发展，分行还成
功举办自贸区业务客户交流研讨会，邀
请上海分行自贸区专家讲解自贸区现

行 FT 账户体系，为安徽自贸区三大片
区内的多家企业提供了本外币一体化
金融服务。此外该行积极为政府部门在
自贸区金融创新领域积极提供专业化
支持，充分发挥浦发优势，为安徽地方
经济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助力。

跑出金融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加速度

“作为‘长三角自己的银行’，我们

更要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 ，牢牢把握
服务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
位 ；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 ，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贡献浦发力量 ；在服务大
局中展现价值 ， 实现突破发展 。 ”郑
杨说 。

浦发银行一直把长三角作为自身
业务发展的战略高地，充分利用区域优
势和辐射优势，积极探索服务实体经济
新模式。 2020 年，浦发银行成立了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并在业内率先成
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管理总部，在跨
区域联合授信、 提升移动支付水平、推
进跨区域公共信用信息共享、一体化绿
色金融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大创新
探索。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专门成立了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委员会 ，并
由分行行长担任委员会主任 ， 组织
制定了合肥分行支持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和工作计划 ，强
化导向引领 ，统筹全辖项目推进 ，加
强系统内协同配合 ， 拓宽长三角业
务支持力度 。

结合长三角区域制造业发达 、产
业链供应链完备、 金融资源聚集的特
点， 以及区域内企业对金融服务的多
元化需求，浦发银行积极打造“长三角
一体化 ”工具箱 ，创新推出 “长三贷 ”
“长三债”“长三购”“长三链”等一系列
特色金融服务。 2020 年 10 月，浦发银
行合肥分行在总行的带领支持下 ，打
破了区域界限，为韦尔半导体、维信诺
科技 、激智科技 、科大国创软件等沪 、
苏 、浙 、皖四家民营科技企业发行 “长
三角科创企业 2020 年度第一期集合
短期融资券”，树立了在债券市场专业
专注的市场形象。

同年 11 月底， 由中国人民银行合
肥中心支行主办，浦发银行承办的“安徽
省长三角一体化直接融资专题会” 在合
肥市顺利召开， 为实体企业搭建交流合
作平台，拓展了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思路，进一步深化产融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浦发银行计划建
设新一代科技运营中心也将落户合
肥 ， 后期将成为浦发银行的系统支
撑基地 、大数据集中管理中心 、数字
生态合作创新平台 、 研发创新基地
等 ，并将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 ，促进
区域产业升级 ， 助力合肥滨湖科学
城的建设 。

自浦发银行进驻安徽以来 ，合肥
分行肩负着长三角区域重点行的使
命与担当 ， 并将持续发挥主场优势 ，
跑出金融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加速度。

自 2020 年 2 月央行、银保监会、上海市政府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即“金融 30 条”）以来，总部位于上海市的金融旗舰企业浦发银行以助力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上
海市“三大任务一大平台”为己任，着力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自贸金融等领域持续发力，为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和临港新片区建设注入金融活水、贡献金融力量。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大楼。。

合肥启动“百万青少年学党史”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3 月 18 日，

合肥市启动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
走———合肥百万青少年学党史”活动。该
市将立足“组织化、分众化、生动化”，聚焦
“学、讲、做”三个重点环节，引导全市 300
万青少年学生读懂党史， 激励当代青年
传承红色基因， 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青春力量。
为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讲好

百年党史故事， 共青团合肥市委员会、
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教育局、合肥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中共瑶海区
委共同启动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
走———合肥百万青少年学党史” 活动。

在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合肥市红领巾宣
讲团成员诵读了《家书中的初心》，追寻
方志敏、赵一曼、夏明翰等优秀共产党
人的初心，传递红色家书承载的家国情
怀与精神力量。合肥市红领巾宣讲团还
将陆续开展宣讲进农村、进企业、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进楼宇、进工地，通

过合唱、朗诵、故事分享等喜闻乐见的
形式， 努力把党的历史这本最生动、最
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读懂用好。

合肥市青年宣讲团成员代表表示，
将用当代青年的话语，把党的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激励青少年从党的历史中汲
取奋进的力量。

日前， 在肥东县元疃镇
敬老院， 志愿者在为老人测
量血糖血压。 当天，安徽监狱
总医院的巾帼志愿者们来到

肥东县元疃镇敬老院开展义

诊， 还向 60多名老人赠送洗
漱礼包。
本报通讯员 许庆勇 李会 摄

志愿服务送温暖

淮北加大投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俞

晓萌）淮北市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多渠
道引进科技成果，多举措培育科技成果，
多途径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着
力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2020 年，该
市企业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22.81 亿
元，同比增幅居全省第三。

淮北市全面落实扶持高层次科技人
才团队创新创业政策， 引导高层次科技
人才团队科技成果与产业资本对接。 加
大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项目建设的支持
力度，2 个项目获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
队立项支持，获省支持资金 1200万元。

该市完善“双创平台”认定备案及绩

效评价办法，加强“双创平台”承载成果
转化能力建设。 去年， 全市备案国家众
创空间 1家， 认定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1家。 中科（淮北）产业技术研究院、源创
客科技企业孵化器引进研发项目———
水处理新技术成果为世界首创。

淮北市鼓励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
“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项目研发及产业
化发展，围绕碳基、铝基、硅基、生物基等
产业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开展重大技术
成果研发、高科技产品成果开发。去年，该
市落实各类成果奖补、市级重大科技项目
研发资金 5063万元。今年以来，该市各级
已兑现相关支持资金 2600余万元。

安庆与中国林科院开展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 洪放）3月 18日，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与安庆市人民政府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前期合作
基础上，在共建林业科创平台、开展关键
技术攻关、促进战略成果转化、战略咨询
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合作。

根据协议， 双方将共同在安庆建设
专家工作室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林
业科研平台，共建大观区长三角林业种
苗示范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支持

安庆林业科技创新研究院改革升级，在
安庆建设“国字号”林业科创平台分支机
构。 双方将共同举办林业科技成果发布
活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优先安排重
大科技专项在安庆市实施，优先将其研
发的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庆市示
范推广。 每年， 双方将围绕湿地修复保
护、长江防护林优化、松材线虫病防治、
乡村绿化美化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林
业科技攻关项目。

萧县农技师下田指导春耕春管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张祖

北）日前，萧县组织 100 多名农技师，分
片联系全县 23个乡镇，有序深入田间地
头科学指导农民春耕春管，大力发展高
品质现代农业。

农技师现场查看苗情， 指导农民因
苗制宜做好麦田镇压，合理开展化学除
草、病虫害防治等，对墒情差、苗弱返青
不及时的麦田，指导农民浇小水，施适量
尿素等；对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亲
自查看并分类解决。 农技师还结合不同
情况，分乡镇组织农民进行实用知识培
训，引导农民因地制宜，提高种田的科技
含量。

今年以来，萧县不断加大科技植入
力量，实施种子提升工程 ，着力建设区
域性良种繁育基地，提高农业良种化水
平，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逐步加大农业
水利设施建设力度，在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万亩的基础上， 有序做好 “一河、四
湖、两片、一线”建设工作 ，着力解决农
村村庄、农田内涝问题 ；创新土地托管
模式，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 ；深入实施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十百千”工程，
发展特色农业，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创建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
和省级农产品名牌，推动萧县公共配送
中心建设。

淮南谢家集区推动党史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柏松 通讯员 秦龙)

3 月 16 日， 淮南市谢家集区第四小学
的“三分钟党史微课堂”正式开课。 该
区把党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校园
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开展包括 “三分
钟党史微课堂”“致敬红领巾， 重温少

先队历史 ”“读党史 、品经典 ”读书观
影等在内的 “党史教育进校园 ”系列
活动。

谢家集区组织各中小学全方位、多
渠道在青少年学生中开展党史知识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党史教育成为校

园文化的一部分，真正使党史学习教育
根植青少年心中，让红色传统、红色记
忆、红色基因浸润心田，引导青少年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成长为合格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该区在各中小学校全面开设 “三

分钟党史微课堂 ”。 “微课堂 ”利用各
中小学红领巾广播站 ，在每天早读时
间播放建党百年特别报道 《中国共产
党百年瞬间 》，引导学生热爱祖国 ，热
爱党 ，勇于奋斗 ，感恩奉献 。 同时 ，各
中小学还同步开展 “学党史讲红色故
事 ”活动 ，并举办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红色精神代代传”“致敬红领巾， 重温
少先队历史”“读党史、品经典”读书观
影等活动 ，在校园扎实开展好党史学
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