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9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发布“金融支持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行动宣言”（以下
简称“行动宣言”），计划未来五年为示范区入驻企业、

个人提供不低于 3000亿元意向性投融资支持， 为示
范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同时，

工行还发布了“环球撮合荟”跨境撮合服务方案，进一
步提升对第三届进博会的服务能力。

“行动宣言”围绕示范区“生态友好、协同创新、改
革高地、示范引领”新理念，旨在进一步加大一体化金
融创新，优化跨区域业务流程。在机制建设方面，工行
将建立长三角区域内分行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对示范
区内重点工作统筹协调。对长三角跨区域的行内银团
业务，简化审批流程，实行一体尽调、评估，更好地服
务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在绿色金融方面，积极参与
建立示范区绿色发展项目库，通过绿色贷款、绿色债
券等新模式、新产品，加大对示范区绿色领域重点项
目支持力度。在金融创新方面，推广有人值守的分布
式智能终端开户、 同行跨区代办及异地鉴证服务，推
进示范区内结算同城化，创新企业异地抵押服务及跨
区域联合授信服务， 推动区域信贷资源高效流动。在

开放金融方面，搭建跨境合作平台，持续举办高质量跨
境撮合活动， 打造智能化撮合平台与数字化企业社区。

为入驻示范区的大型企业集团提供 “在岸-跨境-离岸”

相结合的新型跨境金融服务。在民生保障方面，为示范
区量身打造“政务服务+金融支持”一体化服务方案，配
合推进移动支付服务，实现示范区内交通、医疗、教育、

养老、旅游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付一体化。为示范区个
人客户提供智慧账户等服务。

据介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包括上
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面积约 2300平方公里，示

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增强服务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行于 2019

年出台了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行动方案。 截至目
前，工行在长三角区域内分支机构超 3000个，为 1.4亿
个人客户、 近 200万公司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其
中， 在长三角区域投放的各项贷款余额超 3.6万亿元，

累计投资区域内地方政府债券 6400亿元， 均位居市场
第一。工行还在长三角区域专门成立了两家总行级科创
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及 6家新经济特色支行，助力协同创
新产业体系建设。

初夏时节，淀山湖畔，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在第三届进博会倒计时 138天之际，隆重举办“聚焦
示范区 服务进博会 金融助力长三角”活动。中国工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付捷致欢迎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局副局长刘福学、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兼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
任张忠伟出席并发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青
浦区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金融监督
管理局、银行同业公会等相关部门以及工商银行浙江
嘉善分行、江苏吴江分行也派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提出“将支
持长江三角洲区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在
历届进博会中，长三角地区无论在采购商数量和意向
成交金额均位于全国前列。工商银行此次活动将“长
三角一体化”和“服务进博”主题相结合，寓意着工商
银行将进一步发挥长三角金融平台优势，形成三地互
联互通机制，致力做出进博服务新特色，打造进博服
务新高地。

活动中，工商银行总行在北京远程发布了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方案，全面升级“智享工银.

慧聚进博”综合金融服务，打造“全集团联通、境内外

融通、资金链畅通、本外币汇通、多语言沟通”的金融服
务体系。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工商银行在此次服务
方案中加入了线上“云服务”功能，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境外招商合作伙伴”，今年以来工商银行已在非
洲、 中东和欧洲等地举办了多场次的 “境外云招商”活
动，在全球客户中积极扩大进博影响力。此次即将参展
第三届进博会的六家境外知名品牌企业的上海地区分
支机构也参与现场活动， 并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
《助力进博银企合作备忘录》，构建银企合作共同支持进
博新模式。

工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工行将继续深化第三
届进博会中的全球经贸磋商服务功能，在去年欧洲、非
洲和拉美地区经贸磋商活动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打
造“环球撮合荟”的跨境磋商平台，为与会客户提供多
语言翻译、多产品支持的服务平台。同时，工商银行在
门户网站、“融 e行”、“融 e购”、“融 e联” 等官方平台
设立了“智享工银 慧聚进博”主题网页，向参会参展客
户提供工行配套活动报名以及进博重大活动信息，进
一步全面通过工商银行互联网渠道优势， 向社会公众
传递服务进博正能量， 并为实体企业搭建全方位的进
博金融服务平台。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全球贸易、投资和
金融市场都受到了不同层度的冲击，中国工商银行近期
持续强化在“稳外资、稳外贸”方面的金融支持力度，此
次“聚焦示范区 服务进博会 金融助力长三角”活动的
举办，彰显工商银行在当前形势下，以大行担当，联动长
三角和境内外，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全球贸易的决心和
举措。

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对上海提出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其中包括“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近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总规正式公示，工商
银行密切关注， 大力支持， 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战
略。作为工行在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工商
银行上海分行主动作为、积极融入，发挥国有大型银
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以优质高
效的金融服务，为长三角一体化注入不竭动能。

专属方案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全面支持长三
角高质量发展，早在 2018年，工行总行在沪召开金
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启动大会，确立四省两直属分
行的长三角一体化柔性服务团队及定期联系机制。

2019年 7月，工行在沪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金
融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具体研究区域合
作体制机制、业务授权等方案。2019年 10月，工商
银行在上海举办的“聚力一体化 聚焦高质量 金融
助力长三角”活动中，正式对外发布了《中国工商银
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 简称
“12345”行动方案，即工商银行将在长三角区域新
设 1家专业分行、新增投入 2 万亿融资、打造 3 大
业务中心、聚焦 4大专属客群、服务 5大重点领域。

其中， 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积极响应“在上海临港等地区划设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
接、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工商银行新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全
面对接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各项金融服务需求，积极
提供自贸区特色结算、 投融资等跨境金融服务，大
力支持新片区跨境贸易便利、投融资便利，新片区
分行成立以来积极服务自贸新片区发展，对新片区
内重点支持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汽车等新
片区重点发展产业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此外，工行已经在上海成立三大业务中心，金融
创新中心将作为工商银行金融创新“智库”、科创企
业金融服务平台、 金融科技服务平台， 在一体化服
务、跨境金融、资本市场、金融科技等方面积极开展
前瞻性金融创新探索， 为长三角区域科创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跨境业务中心响应共同培育
长三角大市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定位， 增强在新
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当下，在化危为机中，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助力。 金融市场交易中心定位为工商银
行金融市场业务异地备份中心，以及立足上海、辐射
长三角地区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交易中心， 同时作为
工商银行境内自贸区离岸人民币交易总部， 为跨境
及离岸业务提供配套金融市场交易服务， 为要素市
场及各类金融机构市场主体提供同业负债、资产、交
易聚合服务，为上海地区金融市场交易、跨境资金清
算等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提供综合服务。

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集聚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票据、

期货、黄金、保险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市场
交易、投融资规模逐年扩大。工行是境内要素市场
重要参与者。货币市场方面，工行是境内本外币货
币市场最大的交易商之一，外汇货币市场年均交易
量逾 4000亿美元；债券市场方面，工行是境内人民
币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机构；外汇市场方面，工行
是国内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做市品种最全、币种
最多、交易量最大的做市商之一，连续 8年荣获“综
合最佳做市机构”奖项。

随着上海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健全，除银行、证
券、保险、信托等机构不断汇聚外，各类总部型金
融机构接连落户上海。工行围绕“资金流”，不断深
化同业客户综合化营销，率先推出金融同业“9 大
业务线”，通过三方存管、资金清算、资产管理、债
券承销、并购贷款等开展全面业务合作。

上海作为国内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 成功启动了沪港
通、黄金国际版、债券通、原油期货、自由贸易账户等金融创新业务或
产品。作为长期深耕国内金融市场服务的商业银行，工行配合各大金
融要素市场，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沪港通”正式起航，

工行获得批复成为港股通业务结算银行， 获准办理港股通业务的资
金跨境结算以及换汇业务；同年，工行又成为上海地区首批通过自贸
区分账核算单元验收的银行， 并获准成为首批黄金国际板代理交易
银行，成功进入了跨境金融市场业务蓝海。2018年，特定期货品种原
油期货正式上市， 工行作为首批上海期货交易所境内及境外原油期
货存管银行。

依托自身优势 服务进博会和地方经济

2019年 11月 6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作为
“境外招商合作伙伴”，中国工商银行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成功举
办中欧企业家大会暨中欧企业对接磋商活动、金融科技论坛、非洲
拉美经贸洽谈会等一系列配套活动。其中，中欧企业家大会实现现
场签约及达成合作意向 120余项，350多家企业达成进一步实地考
察合作意向；金融科技论坛，现场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智慧贸金平
台”，包括“中欧 e单通”“中非 e链通”“跨境 e贸通”“国际 e航通”

四大主打应用产品；非洲拉美经贸洽谈会上，工商银行与来自全国
近 30个省份的客户代表进行了经贸洽谈， 现场达成了 100个合作
意向。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将继续秉承“支持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人民生活”的初心和使命，依托集团国际化、综合化整体优势，

丰富多元的业务领域优势、领先前瞻的产品创新优势、线上线下广
泛布局渠道网络优势，凝全员之智、聚全行之力，以更智慧的金融产
品、更高的服务标准，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倾注力量，真正
发挥大型银行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

汇聚四海之力 金融助力进口博览会

近日 ，中国工商银行宣布 ，正式推出 “环球撮
合荟”跨境撮合服务，为境内外企业提供高效跨境
撮合服务。

工商银行的全球服务网络覆盖 49 个国家和地
区， 境内有超过 1.5 万个服务网点。“环球撮合荟”是
工行依托自身的客户基础和金融科技优势，为境内外
企业自主研发搭建的一个开放式需求发布平台，工行
将通过举办线上线下跨境撮合活动，邀请境内外客户
参与，促进企业之间在商品、服务、技术、项目、资本等
领域达成合作， 并适时提供政策资讯及跨境结算、融

资支持等配套金融服务， 是工商银行打造 “融商+融
智+融资” 全方位跨境服务与全球企业智慧生态社区
的全新尝试。目前，中国工商银行第三届进博会跨境
撮合活动报名通道已开启， 企业可登陆以下网址
https://match.icbc.com.cn/进行报名。

工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工行跨境撮合服务以
“环球撮合荟”跨境撮合平台为核心支撑，提供“沟通+

服务+交易+运营”智慧化全流程服务，建设信息共享、

互惠互利的环球“朋友圈”，打造智能化、数字化全球企
业社区，构建长期稳定的银政、银企交互新生态。

“环球撮合荟” 跨境撮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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