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导报

2018 年 12 月 6 日

要闻

本版责编 汪慧

周刊

H02

海南邮储银行
10 亿元信贷资金扶持海洋渔业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梁磊）
“我要 2000 斤、
我要 1 万斤……”11 月的海南临高新盈镇码头上依然是
一幅繁忙的景象，前来收购的鱼商蜂拥而至，一筐筐刚
刚从深海里起出的金鲳鱼被忙碌的工人们装进冷藏车。
新盈镇是海南著名的渔港之一，也是悠久历史的古
镇。记者近日走访时，当地船主辛良娥告诉记者，渔船
对于渔民来说就像自己手和脚，以前渔船落后，捕渔养
鱼范围也只能限定在近海，那时的梦想就是能够到更远
的海域去闯荡。
“这艘渔船就是在向邮储银行贷款 10 万
元后修建的，现在有了现代化渔船的帮助，我终于能到
更远的地方。”
临高海丰养殖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黄达灵也是老渔
港新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他指着海面上星罗棋布
的大形圆环告诉记者：
“ 这些就是我们的深海养鱼网
箱。”据黄达灵介绍，2015 年，网箱养鱼试验成功后，自己
赚到了第一桶金，乡亲们都想跟他致富，但苦于没有资

金投入，是邮储银行上门介绍贷款产品，解了他们的燃
眉之急。
据悉，海南邮储银行陆续开发出南沙渔船抵押贷
款、渔船捕捞行业贷款、渔业养殖户贷款等多个行业贷
款产品，解决了海南渔民长期缺少造船、油料资金的困
难。在临高，邮储银行临高县支行先后共向海丰养殖公
司的 21 个下游客户发放了贷款，累计支持海洋网箱养殖
达 4000 余万元。
成熟的致富模式和邮储银行的金融支持，使越来越
多的临高渔民踊跃加入到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的行列，
不仅降低了过度捕捞海洋资源的无序生产，而且带动了
一批渔民的致富。如今，黄达灵已经与 9 个乡镇，83 个村
委会，约 9000 名贫困户签订了扶贫协议。数据显示，到
目前，海南邮储银行累计向海南海水养殖业发放贷款
4800 余笔，累计投放信贷资金近 4 亿元。向海水捕捞业
累计发放贷款约 5000 笔，
发放信贷资金 6 亿余元。

有了金融支持，渔民发展渔业没了后顾之忧。

“精诚同远 共领未来”

“中国商贸物流银行联盟第二届峰会”
举行
11 月 30 日，
“ 中国商贸物流银行联盟第二届峰
会”在郑州举行。全国 33 家金融机构，19 家著名物
流、电商企业，61 家合作客户、40 余家知名媒体出席
此次会议，共同见证这一盛举。
今年 4 月份，郑州银行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
首家商贸物流银行联盟，凝聚共识、共搭平台；今天，
“一带一路”沿线行业大咖再次聚首商都郑州，召开
第二次联盟会议，整章建制、接力远航。
大会上，中国商贸物流银行联盟主席，郑州银行
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天宇、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中银协城商行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张亮、
郑州市金
融工作办公室主任郝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
金融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会长肖和森等分别致辞。
随后，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麦肯锡大中
华区金融机构业务负责人曲向军围绕“打造全国标
杆的商贸物流特色银行”方面内容作主题演讲，着重
分享了郑州银行交易银行转型历程及未来发展展
望；苏宁金融研究院贸易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铮就
“企业财资管理及供应链金融”中的财资管理与供应
链金融、科技驱动的财资管理等内容进行实践分享；

杭州银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蔡红波就“赋能交易
创新价值，做企业发展的金引擎”，对相关业务作实
践分享；郑州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张明艳就“云商
及商贸物流平台”作主题分享，得到了与会嘉宾的一
致认同。
会议现场，联盟主席王天宇、中物联金融委秘书
长张炜、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联盟秘书长范大路共
同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银行研究暨行业发展报告
2018》。这也是继 4 月 1 日《中国商贸物流银行研究
暨行业发展报告 2017》之后，商贸物流行业的又一部
重磅报告，将推动联盟业务更好开展。
本次大会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联盟章程；选举
长沙银行、桂林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南京银行
5 家单位为联盟副主席单位；选举渤海银行、兰州银
行、青岛银行、平顶山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中国建
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重庆市金科金融保理有限
公司、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中企云链（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传
化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赤道原则进入中国十年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林依琦）今年中国
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迎来了采纳《赤道原则》十周
年的节点，并且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之一，参与
到赤道原则——这一全球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自律规
范的新一轮修订中，为即将于明年发布的第四版赤
道原则贡献着“中国智慧”。
作为国际项目融资领域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
“黄金准则”，赤道原则自 2003 年诞生，迄今已被包
括花旗、汇丰、巴克莱银行等在内的全球 94 家金融
机构采纳，业务覆盖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遵循
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额已占全球新兴市场国家项目
融资总额的 70%。
在中国大陆，作为“开先河者”，兴业银行采纳赤
道原则以来的数据同样可观。截至 2018 年 9 月，该
行已累计对 1048 笔项目开展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
其中，适用赤道原则项目共计 376 笔，所涉项目总投
资为 15782.46 亿元，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源
源不断注入“清泉”。

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15 家单位为联盟理事单位；联盟主席王天宇分别
为当选单位授牌。
会上，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表示：城商行与生俱
来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不能做全能银行，必须有所为
有所不为，聚焦优势、专注特色，这样才有出路、有未
来。郑州银行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和特点，确立了“商
贸物流银行、中小企业融资专家、精品市民银行”三
大特色战略。其中，商贸物流银行是最核心、最具特
色的战略，也是郑州银行重点发力的方向。郑州银
行发起商贸物流银行联盟的初心，就是合作共赢，最
大的期望是大家优势互补，共享资源，贡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多提意见和建议，共同把联盟做实做好。
数据显示，2017 年，郑州银行商贸物流标杆行建
设按期达标，25 家标杆行日均存款全年新增人民币
226 亿元，标杆行交易银行余额新增人民币 160 亿
元，沙盘客户新增 416 户，战略客户新增 43 户，25 家
标杆行中有 22 家成为商贸物流重点标杆行。郑州
银行提出要将商贸物流银行建设成为全国银行业的
标杆，如今规划雏形渐现。
（王文）

兴业银行“点绿成金”

据悉，兴业银行的赤道原则实践之路亦缘起于
2003年。2008年10月31日，
经过深思熟虑，
出于业务模
式转型、
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多维度慎重
考虑，
兴业银行正式宣布采纳
“赤道原则”
，
成为中国首
家赤道银行，
在绿色、
可持续发展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兴业银行分别从公司治理、制度建设、能力建
设、项目审查、客户意识培养以及交流合作等六个方
面全面构建了赤道原则管理体系，并完成与核心业
务系统的融合。
作为赤道银行，兴业银行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
供给，更重要的是，能够关注到项目存在的环境与社
会风险管理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绿
色经营理念，实现银企共赢。
围绕我国实体经济绿色转型发展需求，兴业银
行现已形成了涵盖绿色信贷、绿色信托、绿色租赁、
绿色基金等在内的集团化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体系。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兴业银行已累计为 16435 家企
业提供绿色金融融资 16450 亿元，可实现在我国境

内 每 年 节 约 标 准 煤 2959 万 吨 ，年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8399.31 万吨，年节水量 40922.72 万吨。
2017 年末，兴业银行结合十年的理论探索与实
践经验，编写出版了专著《从绿到金：基于赤道原则
的银行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以数据模型和典型案
例论证了赤道原则对于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正向促进
作用，拓展了该领域的前沿研究。
同时，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该行积极参加新
版赤道原则、IFC《绩效标准》等国际银行业准则的审
查修订工作，持续在国际绿色金融舞台上发出中国
银行业的声音。
践行赤道原则十年，兴业银行连续八年荣获中
国银行业社会责任奖项，连续八年入选“恒生可持续
发展企业指数系列”成分股，获评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年度优秀自然保护支持者”，并获英国《金
融时报》
（FT）和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颁发的“年
度亚洲可持续银行金奖”及第五届世界环保大会“碳
金社会公民奖”等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