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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长三角 助力安徽科技型实体企业蓬勃发展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

浦发银行““策源科创 浦梦未来””金融推介会。。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专题银企对接会。。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科技
创新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
因素。 作为金融业的“主动脉”，银行
业在支持科创企业发展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

近年来，浦发银行紧紧围绕新形
势下中国经济转型方向和突破重
点 ，持续推进全景银行建设 ，着力构
建数字化服务新模式 ， 助力实体经
济行稳致远。

立足长三角

扩容金融科技赋能

“金融科技”“服务科技型企业”是
浦发银行发展的关键词。 在银行数字
化变革浪潮下， 浦发银行依托上海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走在市场前沿。

为实现与企业相伴成长， 围绕企
业不同生命阶段， 浦发银行创新服务
模式， 打造了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
综合服务平台，开创了“科技金融八大
类信用产品”和“科技金融上市贷”，为
科创企业提供从初创到成熟、 从上市
前到上市后、 从产业发展到并购成长
的全周期、全流程、全市场、智能化的
解决方案。

在金融科技日益成为区域、 乃至
国际金融竞争的制高点之际， 浦发银
行也在不断加大科技产业融合数字金
融的投入力度。 例如浦发银行与头部
技术公司成立 12 个联合创新实验室，
孵化推出“数字人”、自动化营销机器
人、智能客服、微型网点“浦惠座舱”等

多个创新产品， 赋能业务创新和客户
服务。此外，其与 30 家优秀 IT 公司建
立科技合作共同体， 通过举办金融科
技创新大赛、打造孵化平台等方式，支
持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

在搭建生态化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方面，2017 年 11 月，浦发银行便推出
首个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并在通过实
践及不断深化以 “批量获客、 投贷联
动、以大带小”为核心的科技金融生态
圈服务模式， 打造了线上科技金融服
务平台、 线下科技金融专家库以及开
展项目评荐会、 推进浦发硅谷银行投
贷联动等， 大大提高了科创领域的投
融资对接成功率。

目前，浦发银行已确定在北京、上
海、深圳 、广州 、天津 、西安 、杭州 、苏
州、南京、武汉、长沙、青岛、长春等科

技型企业较为活跃的地区开设 13 家
科技金融重点经营分行， 并建立了 9
家科技支行和 38 家科技特色支行，形
成了全行科技金融服务专业化网络。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浦发银行全行科
技型企业 3.6 万户，贷款余额 2607 亿
元，增幅均超 7%。

扎根安徽

为科技强省添砖加瓦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自成立以来，
以服务好国家战略 、 服务好安徽经
济社会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践行责任使命。 目前，围绕安徽省内
89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2800 余家
专精特新企业 、40 个产业集群 、500
家孵化器及众创空间 ， 合肥分行加

大了科技金融信贷投放力度 ， 拓宽
资本市场渠道 ， 为科技型企业成长
与发展保驾护航。

资源倾斜 ， 优先支持科技型企
业。 围绕科技金融服务目标，合肥分
行一方面优化科创企业信贷管理机
制 ，根据科技型企业 “轻资产 、高科
技 ”的特性 ，重点关注科技型企业研
发能力 、核心技术 、商业模式和市场
前景，在 “准入 、审批 、资源 、投放 ”端
给予优先支持 ；另一方面 ，在单独定
价机制上，提升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
容忍度，切实缓解企业燃眉之急。

创新产品 ， 批量化设计服务方
案 。 根据科技金融 “万户工程 ”培育
库机制 ，结合核心产业供应链 、区域
科技型小微企业客群 ， 浦发银行合
肥分行创新研发了 “设备通 ”“科技
贷 ”“疫情贷 ”等多种批量金融服务

产品 ， 累计给予 100 余户科技型小
微企业 ， 提供信贷资金合计 1 亿
元 ， 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
难 ， 帮助企业重回高质量发展快车
道 ， 进一步激发了安徽区域小微企
业的活力 。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成立以来，一
直积极寻求多元化合作，搭建多样化
渠道，致力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一
方面，合肥分行积极主动对接省市级
主管科技和地方监管部门，加强科技
金融服务与政策导向相结合；另一方
面 ，强化与安徽省股交中心 、各级园
区管委会等部门的交流，打通客户需
求信息共享渠道，做到精准服务。 同
时，进一步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机
制建立，持续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投贷
联动业务开展。

近年来 ， 合肥分行通过服务角
色转变 ， 服务内涵提升 ， 已逐步将
经营理念由融资向融智转变 ， 将服
务内容由传统授信向提供全方位金
融服务 、 行业细分领域转变 。 2020
年 ， 受扩大再生产和疫情影响 ，主
营 LCD、OLED 新型电子材料 、生
物医药材料的生产和研发的阜阳某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周转资金出现严
重短缺 。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获悉
后 ， 第一时间联合相关部门赴企业
实地调研了解情况 ， 在得知企业实
际资金需求后 ， 随即将企业原贷款
额度提升至 3000 万元 ，并给予最优
利率 。 整个授信业务从额度审批 ，
到贷款投放仅用时一周时间 ， 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 。 诸如此类的案例 ，
不在少数 。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浦发银行合
肥分行共为 1444 家科技型企业提供
资金支持，合计金额 65.19 亿元，较年
初分别增长 12.2%和 41%。 服务安徽
省专精特新企业 746 家， 给予信贷资
金支持 20.83 亿元。

科技创新是支撑民族崛起的重
要基石 。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将坚持
以 “笃守诚信 、创造卓越 ”为核心价
值观 ，从自身做起 、持续提升科技金
融专业化服务能力 ， 肩负长三角区
域重点行的使命与担当 ， 为区域经
济发展 、 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作出更
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