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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长泰信息安全服务有限公司
是安徽省青年创业引导资金贷款的首
批试点客户， 也是被安徽省经信委认
定的第一批信息安全服务机构， 快速
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题一直是该企业
面临的问题。 2015 年徽商银行第一家
科技金融专业支行———合肥创新大道
支行成立后， 了解到该公司资金短缺
的窘境， 当年 3 月为其发放该行首笔
“青年创业贷”信用贷款。 随着公司的
不断成长，该行又为其相继匹配“创新
贷”“瞪羚贷”“科技 e 贷”等产品，支持
其业务发展。

伴随着徽商银行信贷资金的支
持，该公司日渐成长，2020 年销售收入
超 1.6 亿元， 已成为国内数据安全保
护、安全攻防、安全服务领域领先者。

这只是徽商银行默默支持的众多
科创型企业的一个缩影。

该行面对科创型企业大多轻资
产、难以提供有效担保的现状，积极创
新产品，针对科创型企业，先后推出了
“科技 e 贷”“青创贷”“创新贷”“瞪羚
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等一系列纯
信用、弱担保产品，在合肥、芜湖、蚌埠
和滁州成立 5 家科技金融专业支行 ，
科技金融服务区域覆盖全省， 并辐射
南京 、宁波 、成都 、北京 、深圳五座城
市。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向 2844 户科
技型企业提供贷款 404 亿元，其中，便
捷的线上信用贷款 “科技 e 贷” 支持
632 户 13.28 亿元， 创新使用投贷联动
方式支持客户 362 户金额合计 59.96
亿元。

投贷联动 股权债权赋能

4 月 12 日，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
暨加快建设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推
进大会在合肥召开。 会议鼓励银行业
金融机构设立科技支行、 开展外部投
贷联动。

徽商银行对此并不陌生。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中科海奥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主营充电桩、 便携
式车载充电机， 以及整套节能环保电
气成套系统。 在公司投产之初为订单
备货款四处奔波时， 徽商银行结合订
单交易背景， 通过锁定企业回款账户
的方式， 为该公司发放了纯信用订单
贷款，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此后， 随着多家外部股权投资机
构陆续进入，徽商银行又通过“股权+
债权” 业务模式为该公司陆续提供了
最高 1000 万元的信用贷款， 建立风险
与收益动态均衡的长效融资机制 ，解
决了公司发展过程中一系列融资难
题。公司销售收入从 2014 年的 1000 万
元，到 2020 年末的突破 1 亿元，业绩增
长近 10 倍 ， 目前正在积极申报科创
板。

专利质押 盘活科技资产

科创型企业业务种类多种多样 ，
面临的融资难题也各不相同。 蚌埠高
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高
新技术企业，拥有专利近两百项，随着

业务快速发展，订单量攀升，面临着严
重的流动资金紧缺问题。 但高新技术
产业轻资产的状况使得公司无法提供
有效的抵押物， 在寻求银行融资渠道
的时候屡屡碰壁。

徽商银行关注到企业知识产权优
势，创新担保方式，为企业办理专利权
质押贷款， 有效满足了企业经营周转
需要。 后续又利用该公司知识产权质
押为其开立国内信用证并办理福费廷
业务，知识产权价值的有效运用，为企
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销售收入 2.68 亿元，较
2019 年翻了一番。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 徽商银行专
利权质押贷款累计投放 19.19 亿元，针
对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业务盘活科技资
产，有效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

延期还款 困境彰显情怀

芜湖利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阻燃 、隔
音 、隔热材料的企业 ，企业拥有针刺
毡的生产专利 ， 具有一定的科技含
量。 2020 年初，疫情导致其下游客户
大多停工，该企业一季度销售额严重
下滑 ，回笼款账期延长 ，严重影响了
企业的日常周转。 徽商银行了解到情
况后，依据政策对其当年 9 月到期的
贷款延期半年 ， 缓解了企业还款压
力。 在徽商银行的支持下 ，该公司平
稳渡过困境，2020 年销售收入不仅没

有下降 ，反而较上年有所增长 。 2021
年徽商银行继续依据延期支持工具
政策， 基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对
企业发放了易连贷产品 ，有效解决了
企业筹措资金归还贷款的难题 ，支持
企业发展。

履行责任 服务“安徽智造”

徽商银行不仅倾力支持着众多处
在发展阶段的高成长企业， 为科技创
新实体积聚强劲动能，同时，那些作为
创新高地中流砥柱的龙头企业的背
后，也有着徽商银行携手共进的身影。

“安徽智造”闪耀“创新之光 ”，又
有多少人知道，在京东方、长鑫存储、
维信诺、 蔚来等一个个为安徽人骄傲
的品牌背后， 都有着徽商银行这样的
默默支持者。

从 2008 年结缘京东方， 见证着 6
代线 、8.5 代线 、10.5 代线的投产 ，如
今，京东方面板出货全球领先。

2017 年的首笔产业基金到账长鑫
存储，到 2020 年的银团贷款，助力长鑫
存储实现量产。

2018 年维信诺启动伊始的贷款投
放， 助力点亮合肥维信诺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

2020 年蔚来汽车的权益出资型票
据支持……

2021 年初，“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业已出台， 其中都强
调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是我国发
展的重要战略， 并提出要完善金融支
持创新体系， 要求以金融创新更好地
服务于科技创新。 徽商银行用自己特
有的金融服务，既“托”大，也“扶”小，
服务科技型企业， 助力绘就 “安徽智
造”的华美画卷，也彰显出金融机构服
务实体经济的担当与情怀，用心培土，
静待花开。

用心培土 静待花开
徽商银行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持科技创新

�� 徽商银行员工利用移动平台上门为中科海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线上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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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 5 月 12 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团发言人 12 日就美国、英国、德国伙同个
别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举办所谓中国新疆人权状
况边会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
这场边会充斥着谎言和虚假信息，是美国等少数
国家的又一次拙劣表演，进一步暴露了它们以疆
制华、搞乱中国的政治图谋，遭到了广大会员国
的坚决抵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发言人强调，这场会议充满政治动机。 美国
等西方国家口头讲的是“新疆人权”，心里想的是
“以疆制华”；先作“有罪推定”，再去编造证据。 这
套把戏在世界上已经表演了多次。

发言人指出，美国等会议合办方根本不关心
新疆人权状况。 1990 年至 2016 年底，新疆发生了
数千起暴恐事件。 那时候美国等少数国家对新疆
人权漠不关心， 对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坐视不理。
如今，在中方积极努力下，新疆 4 年多再未发生
暴恐事件，社会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这些国
家反倒说“新疆人权状况恶化”了。 这是何等荒
谬！ 事实就摆在面前：新疆 300 多万贫困人口已
经全部脱贫；建有 2.4 万多座清真寺；使用 7 种语
言开展中小学教育，5 种少数民族语言播出电视
广播节目。 面对新冠疫情， 新疆人口 2500 多万，
累计确诊 980 例，治愈 977 例，死亡 3 例。 没有人
的生命权和发展权，何谈人权？ 这些国家有什么
资格批评新疆人权状况？

发言人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
迫劳动”“系统性性侵与虐待”等都是谎言。 种族
灭绝是公认的严重国际罪行，任何国家、组织和
个人都没有资格和权力随意认定。 过去 40 多年
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 555 万人上升至 1280 万
人，增长了一倍多，哪来的“种族灭绝”？ 新疆棉花
机械采摘率已达 70%，采棉花工作机会少、报酬
高，竞争激烈，哪里需要“强迫劳动”？ 中国是世界
上最安全的国家，任何刑事犯罪、职务犯罪都会
受到法律严惩，所谓“系统性性侵与虐待”不仅是
造谣，更是无耻。

发言人指出，应该反思的恰恰是会议主要合
办方。 是美国，基于谎言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
亚发起战争，大规模杀害穆斯林。 是英国，数百年
殖民期间在世界各地犯下无数屠杀罪行。 是德
国， 在二战期间对 600 多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
给世界留下了“种族灭绝”的可怕遗产。 这些国家
犯下的恶行，世界不会忘记。

发言人指出，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新疆各
族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立
场坦荡光明。 今年 3 月，64 国在人权理事会作共
同发言，支持中国新疆政策。 过去几年有 100 多
个国家的 1200 多名外交官、记者、学者等参访新
疆。 我们欢迎所有人访问新疆，但反对基于谎言
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发言人强调，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
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人借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发展的决心坚定
不移。 如果有人想要“以疆制华”、搞乱中国，这种图谋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据新华社专特稿 (安晓萌 ) 以色列
军方一名发言人 5 月 13 日说，以方已经
在靠近加沙的边境地带部署作战部队，
并处于“地面行动准备的各种阶段”。

路透社报道称，以方这一举动令人
联想起以色列在 2014 年加沙战争和
2008 年至 2009 年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
中的类似举动。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13
日说，将继续采取行动打击加沙地带的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其他巴方
武装。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则说：“与敌人的对抗无止境。 ”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引发局势失控
的担忧。 美国向这一地区派遣特使，寻
求给局势降温， 但目前没有取得进展。
俄罗斯外交部 13 日说， 俄罗斯外长同
埃及外长当天就巴以局势交换意见，承

诺一道努力，推动冲突双方直接谈判。
自斋月以来，巴以双方多次发生冲

突。 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察 10 日
再度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称
“尊贵禁地 ”）爆发严重冲突 ，致 300 余
人受伤。

冲突自 10 日晚升级。截至 13 日，加
沙地带巴方武装向以方发射超过 1600
枚火箭弹，以方对加沙地带巴方武装目
标发动 600 多次空袭，打死多名高级指
挥官。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
冲突升级以来， 加沙地带至少 83 人死
亡，人员伤亡令在新冠疫情期间承受巨
大压力的医院雪上加霜。 加沙地带卫生
部门说， 有几人疑似因吸入毒气而死
亡，调查正在进行，尚未得出结论。

据新华社加沙 5 月 12 日电 （记者

熊思浩）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12 日证实，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
卡桑旅多名高级指挥官当天凌晨在以
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死亡。

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 以色列
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地带发动猛烈空
袭，造成多名卡桑旅高级指挥官死亡 ，
其中包括卡桑旅在加沙市的司令巴塞
姆·伊萨。

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国防军和
国家安全总局当天联合在加沙市和南
部汗尤尼斯市等地开展定点清除行动，
炸死卡桑旅在加沙市和汗尤尼斯市的
司令，以及负责网络、情报、安全和火箭
工程等的 16 名高级指挥官。

5 月 10 日至 12 日， 以色列与加沙
地带武装爆发严重冲突。 加沙地带武装
人员向以方发射 1000 余枚火箭弹 ，造

成以色列方面 6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
以军随即展开报复行动，空袭加沙地带
武装组织数百个目标。

以军在与加沙边境集结部队准备地面行动
已有多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死于空袭

题图右：这是 5 月 11 日在加沙地带
南部汗尤尼斯拍摄的向以色列发射的火

箭弹。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 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11 日晚说，卡
桑旅当晚向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发

射了火箭弹。 新华社发

题图左：5 月 12 日， 以色列炮兵在
边境向加沙地带目标射击。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12 日证实，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多名高级指挥官当天凌晨在以色列对加

沙地带的空袭中死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