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2002200 年，，建行安徽省分
行与安徽省重磅招商引资的

蔚来汽车开启战略合作 ，，在
首批 66 家合作银行中率先实
现信贷投放，， 以 ““融资++融
智”” 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安
徽新兴产业发展。。 图为蔚来
汽车生产车间。。

建行安徽省分行坚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支持基础设施绿色升
级、节能环保、生态环境、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和绿色服务六大绿色产业。
图为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清溪净水厂中控室。

�� 建行安徽省分行立足区域文旅产业优势，， 创新徽茶贷、、徽
州民宿贷、、富农贷等涉农贷款产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 图为皖南茶农采茶忙。。

建行安徽省分行做细做实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业的服务，线上线下齐发力拓宽融资渠道，着力消除
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痛点。 图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建
行积极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2021年 ， 在智能电动汽车产
业有着雄厚技术积累和良好市
场口碑的比亚迪汽车 ，瞄准了合
肥市场的良好产业生态 ，与合肥
市政府启动全面战略合作 。 6 月
初 ，在省市政府与比亚迪公司商
谈推动全面战略合作后 ，分行迅
速展开各项服务工作 。 一方面 ，
与上级相关部门紧密沟通 ，结合
前期维护大众汽车 、江淮汽车等
领先汽车企业的经验 ，部署并筹

备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 另一方
面 ，持续跟进项目进展 ，多次前
往长沙 、上海 、深圳拜访比亚迪
公司相关区域公司和总部 ，就综
合营销服务方案进行多轮沟通 ，
最终以高效创新的服务从多家
银行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

功开启合作。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作

为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金融机
构，分行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 强化顶层设计和项目对接，聚
焦基础设施、 制造业等主导行业，
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支持新兴

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 该分行先后制定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江淮行
动方案》和《全面融入长三角战略
推进办法 》，开展 “两走进 、两对
接 、两提升 ”客户服务专项活动 。
截至 2021 年 10 月末 ， 分行已对
接服务省发改委重点项目 3673
个，累计投放金额 253 亿元；对接
长三角重大项目 119 个 ， 投放金
额 27 亿元。

安徽省交控集团是省内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龙头企业 ，
融资方式呈现多元化、 国际化趋
势，作为分行优质合作伙伴，集团
在境外债发行初始阶段便主动发
起邀约。

“单单依靠自己是不够的 ，
建行亚洲是个突破口 ，母子联动
更能畅通跨境服务通道 ”。 分行
广泛搜集相关资料 ， 集思广益 ，
方案框架在如火如荼的讨论中
逐步形成 ， 收到企业邀约两天

后 ，便拿出了初步合作方案 。 分
行充分发挥纽带作用 ，在客户与
建行子公司之间搭建桥梁 ，与建
行亚洲就项目需求 、 价格标准 、
额度管理 、推进措施等细节多次
沟通 ，最终达成共识 。 在三方团
队共同努力下 ，分行联动建行亚
洲 ，成功参与省交控集团境外债

项目发行 。
这只是建行安徽省分行发

挥资管投行融资融智作用的一
个缩影 。 在传统信贷支持之外 ，
分行依托建行集团全牌照优势 ，
强化母子公司联动 ，通过债权融
资 、理财融资 、信托计划 、市场化
债转股等各类投融资助力多层

次资本市场建设 ，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 。

为助力省属国企“降本增效”，
分行率先推出市场化债转股业务，
通过买债转股方式， 为淮南矿业、
淮北矿业和马钢集团等企业累计
投资 145 亿元。

2021 年，为服务地方基础设施
建设，分行承销地方政府债 378 亿
元，为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三期工
程、芜湖江北集中区智能网联产业
园等重点工程提供金融支持。

现代牧业是国内最大的乳牛
畜牧营运商及原奶生产商之一。日
前，分行为其成功办理“跨境参贷
通 ”业务 1.9 亿元 ，解决了企业资
金燃眉之急，也为双方进一步深化
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为进出口
企业提供国际结算和资金交易等
服务基础上，分行充分运用境内外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企业融
资渠道， 今年已累计为 68 家优质
企业从境外融入低成本资金 170
亿元。

作为国有金融企业 ， 分行积

极贯彻落实 “稳外资稳外贸 ”政
策， 一方面围绕外资外贸企业多
元化金融服务需求， 精准提供全
方位金融服务， 协助企业做强国
内市场， 开拓国际市场， 另一方
面， 紧跟全省打造改革开放新高
地的战略部署， 积极助推自贸试
验区建设。

“审批流程非常快，材料齐全

三天就完成了审批。 ”作为“自贸区
信用贷”首批贷款企业，合肥磐芯
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建设银
行这笔 300 万元的贷款为企业经
营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后期将
加速新产品的推出和上市。

“自贸区信用贷” 是安徽省首
个针对自贸区创新专设的贷款产
品， 也是建行系统内首个针对自贸

区专设的贷款产品、 分行首个使用
知识产权质押的产品。 产品一经推
出后，形成了良好的客户口碑，截至
目前，已累计为 2225户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供 92亿元贷款支持。

分行还创新推出了 “皖企出
海+”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配套跨
境并购、出口信贷、跨境直贷、境外
发债等中长期融资产品，推动高端
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
科技、 高附加值行业走出去，2021
年，累计支持 91 家“走出去”企业，
贷款余额 162 亿元。

“请各位拿起桌上的纸，先对
半折整齐，然后撕半个圆，再对折，
一个黄山的‘山’字就撕出来了。 ”
看着眼前人头攒动的兴旺场景，黄
山高新区徽艺小镇劲华艺术馆创
始人蒋劲华十分欣慰。

凭借一张纸、一双手，四十年
如一日，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蒋劲华这个手艺人硬是将
中国汉字“撕”出生动魅力。 为了
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蒋劲华盘
算着建造一个艺术馆， 工程接近
尾声时， 却发现后续装修和开业
的资金没了着落。 在一筹莫展之
际， 建设银行为非遗传承人量身
定制的普惠金融贷款产品 “徽艺
贷”送来了“及时雨”，随着 200 万
元资金到账，“劲华艺术馆” 顺利
建成， 也让蒋劲华在文化传承这
条路上走得更有底气。

分行从解决小微企业在金融
领域获得感不高的痛点着手，在发

挥传统优势基础上， 运用金融科
技手段，深化大数据分析运用，积
极探索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
资贵、融资慢难题。 一方面，研发
多项普惠金融创新产品， 满足小
微企业多样化金融需求， 为涉农
企业推出“富农贷”“皖农云担通”
“地押云贷”， 为高新技术企业创
新 “声谷信用贷 ”，为传统手艺小
微企业推出“徽艺贷”等各类特色
普惠产品；另一方面，与省内各地
市数据主管部门合作，将纳税、社
保、 公积金等内外部信息数据轨
迹和建模，重构贷款模式，探索生
态圈打造，推出“数字普惠”项目，
先后在芜湖、合肥、池州等 7 个地
市上线， 为 6500 余户小微企业投
放信用贷款 32 亿元。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分行
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 736 亿元，较
年初新增 128 亿元，余额及新增均
居同业前列。

天堂寨地处大别山腹地， 林业用地面
积 16600 公顷，既是皖、鄂界岭，又是长江、
淮河的分水岭。 绝美的天堂寨，为生物多样
性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 但由于早期在旅
游开发方面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一定程度
上破坏了原始生态，造成了水源污染，森林
覆盖减少，以及白色垃圾等。

分行积极与省财政厅对接， 把天堂寨
生物多样性综合开发项目纳入二类转贷项
目， 背书于法国开发署给予安徽天堂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项目 2000 万欧元境
外筹资转贷款，用于森林保育、地区水环境
改善、建设数字化监控系统等。 该笔贷款的
创新运用，在保护区建设、科学化管理等方
面提供了有力帮助， 有效改善了天堂寨整
体经营管理环境。

除了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创新产品
支持绿色环境保护之外， 分行结合安徽区域
产业特色，大力支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节能
环保、生态环境、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和绿色

服务等六大绿色产业， 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业
务扩面增量。

地处安徽省北部沿淮地区的阜南县，是传
统农业大县，也是全国闻名的产粮大县、养殖大
县。 规模化的特色养殖， 除了带动当地农民致
富，也带来了让人头疼的环保问题。为了让农业
走上绿色发展新路， 农业废弃物沼气与生物天
然气开发利用项目应运而生。 阜南林海生态技
术有限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建设，在
投入近 3亿元资本金后， 项目融资成为迫切需
求。分行多次走访调研，深入研究生物沼气生产
的过程、项目生产运作流程和技术的实力背景，
制定符合企业特点的融资方案， 并牵头组建项
目银团，为公司提供授信近 8亿元。

围绕绿色金融发展要求， 分行从强化
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入手， 配套差别化支持
保障措施，推动金融活水赋能绿色产业，让
绿色成为发展的 “最美底色”。 截至 10 月
末，分行绿色信贷余额超 270 亿元，当年新
增超 130 亿元。

从合肥市区一路向北， 近两个小时车程
后，长丰县杨庙镇马郢社区映入眼帘。这里地
处皖中江淮分水岭，曾是典型的贫困村，2015
年，驻村扶贫干部发起“马郢计划”，通过开展
“助学、助农、助村”行动，引导城市志愿者服
务乡村，并实现自身创业。

梅忠是马郢社区创业者之一，为了发展，
他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好几家银行都碰了壁，
困难时刻建设银行主动找到了他。

“您符合‘马郢致富贷’贷款条件，近期就
可以放款。 ”听着建行客户经理的介绍，梅忠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围绕马郢社区产业
特色及村内农户、志愿者、商户的融资需求，
分行创新了“马郢致富贷”，还在村里布设了
“智慧柜员机”和两户“裕农通”服务点，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能办业务。

为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
章，分行围绕党建引领，通过高层互访、调查研
究、产品创新等方式，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到县
域乡村，解决田间地头的实际问题。

安庆市岳西县是安徽省集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纯山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

“五区”于一体的县。 为把岳西“落后”的产业
变成“率先”，分行紧扣产业兴旺目标，给出
了促进岳西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答案。
打造特色鲜明的第一产业，分行相继支持茶
叶、桑蚕、中药材、香榧、高山蔬菜等产业链
上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近 200 户，贷款
余额 1.7亿元。保障绿色安全的第二产业，在
毛尖山乡王畈村落地首个党建引领信用村
自建模式，完成授信 320 户，金额近 2000 万
元。 推动农旅结合的第三产业，以农家乐集
群区为切入点，提供皖岳农家乐综合服务方
案；围绕“全域旅游”“大健康”产业，打造民
宿集群，为乡村民宿引流获客开辟新路径。

有了马郢、岳西的成功经验，目前，分
行与全省 16 个地市级政府合作实现全覆
盖；与 42 个县（市）政府签订乡村振兴战略
合作协议；与省农业农村厅签订“裕农通”
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 在全省各地乡村
建设“裕农通”服务点 1.8 万个，“三农”客户
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 建行安徽省分行
始终主动融入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
持不懈提质、扩量、增效，为加快建设经济
强、格局新、环境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
化美好安徽贡献力量。

创新引领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集团联动 助力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科技赋能 助力破解小微融资困境

守护生态 助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精准滴灌 助力铺展乡村振兴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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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水润泽实体““良田””

22002211 年以来，，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以下
简称分行））坚守服务初心，，聚焦实体本源，，践行金融
使命，，积极服务安徽省““十四五””战略规划，，持续提
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区域经济转型和高
质量发展。。

跨境撮合 助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建行安徽省分行以新金融行动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