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优势

外币 钞买价
英镑 956.46
港币 80.74
美元 626.54
瑞郎 659.4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7.2947
澳元 640.42
加元 615.74
欧元 797.3

供应链融资服务不同于传统
的银行融资产品， 其创新点是抓
住大型优质企业稳定的供应链，
围绕供应链上下游经营规范、资
信良好、 有稳定销售渠道和回款
资金来源的企业进行产品设计，
以大型核心企业为中心， 选择资
质良好的上下游企业作为商业银
行的融资对象， 这种业务既突破
了商业银行传统的评级授信要
求， 也无须另行提供抵押质押担
保， 切实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

供应链融资和“物流银行”、
“融通仓”相似，服务的主体都是
资金严重短缺的中小企业。 它围
绕“1”家核心企业，通过现货质押
和未来货权质押的结合， 打通了
从原材料采购，中间及制成品，到
最后经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
费者手中这一供应链链条， 将供
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
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 全方
位地为链条上的“N”个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 通过相关企业的职能
分工与合作， 实现整个供应链的
不断增值。

定期定额的投资方式在风靡基金
市场之后，悄然成为黄金投资者的“新
宠”。近日，广发银行在长沙正式推出黄
金定投业务，其超低的投资门槛和便捷
的方式，使得人人都可以参与。

最低定投金额100元
爱好理财的市民今后可做黄金定投

了。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日前正式推出黄金定
投产品, 投资者可委托银行将资金100%投
资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标准黄金。

与此前少数银行的同类业务不同，
广发行的黄金定投可根据投资者自身
偏好选择按金额定投或按重量定投，最
低定投金额为1克黄金或100元，门槛国
内最低，尤其适合黄金投资领域的中小
投资者。 作为一种“定期定额”模式，广
发行的黄金定投可以更好地降低成本，
优于定期定单位的定投方式。

黄金定投优势明显
黄金延续了12年的大牛市， 成为众

多投资者的资产“避风港”。但即使在大
牛市行情中， 也会出现阶段性的回调和
盘整，令很多黄金入门投资者无所适从。

3月15日， 在广发行长沙分行举行
的“广发金·黄金定投产品推介会”上，广
发行金融市场部首席分析师王岁向记
者透露， 黄金定投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通过定投的方式，投资者可强制储

蓄；二是有抗通胀功能；三是完善个人资
产配置；四是方便灵活变现容易。

王岁表示， 黄金定投的最大优势在
于：平摊投资成本、分散风险，减少因一
次性在高点买入而被套的可能性， 投资
者可通过长期投资， 轻松获得黄金价值
提升带来的稳定收益。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彭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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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融资计划

“传统授信融资模式以固定资产抵押为
主，中小企业规模不大、抵押难、财务信息不
透明等诸多因素， 造成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
融资难度加大。 只有根据客户的需要， 为其
‘量身定做’具体的融资计划才能获得更多客
户的青睐。 这就是供应链融资的优势所在。”
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公司金融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供应链融资” 与传统的融资贷款
不相同，它可以通过链条的整合，让一些相对
薄弱的中小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支持。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不大， 直接导致银行
对其授信难度较大和风险都很大， 于是该行
决定在核心客户、专业市场中修建N个战略据
点，通过核心客户、专业市场管理方的数据共
享，建设供应链网络。一方面降低信息不对称
的风险，提高风险控制的灵敏性，另一方依托
网络建设，拓宽基础客户群体，与相关企业共
创“多赢”局面。

供应链上的企业都能获贷
那么，申请这种“供应链融资”具体需要什

么条件呢？不少正处于融资瓶颈的中小企业不
免有些疑问，相对较低门槛的贷款方式是不是
只有供应链中的优质企业才能贷得到呢？

“只要是处于供应链条上的企业， 只要
拥有真实的贸易背景，均可以获得我行的融
资资格。”上述工作人员很肯定地告诉记者，
“申请供应链融资的方式也很简单， 除了提
供正常申请贷款的资料外，只需要提供此单
融资业务的合同就可以了。”

记者了解到，2011年广东南粤银行长沙
分行已成功完成了多个专业市场和多家核心
供应商的“1+N网络”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开发。

最快15天能够放款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否能贷到款固然

重要，但融资的时间更为他们所关心。
“如果客户想要进行供应链融资， 只要

提前将自己企业的资料准备好，如果一切手
续都齐全的话，我行在客户提交申请后最短
15天即可以放款。”工作人员透露，由于中小
企业各自需求不同，该行会根据其需要对其
核定授信额度，不设立最高额度。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资金缺口， 提高
供应链的整体绩效， 广东南粤银行还特地设
计了三种相应的融资模式， 即未来提货权融
资模式，动产及货权融资模式和应收账款融
资模式，并针对整个“产-供-销”的资金需求
设计了订单融资模式。总而言之，“只要您有
需求，就能量身定制供应链融资产品。”

国内门槛最低的黄金定投首现长沙

起始投资为1克黄金或100元

美元指数：本周美元强势回归，美指
冲破近两个月阻力80整数关口， 非美普
跌。 美指可能短期内会有所回落，80整数
关口较为重要，技术图显示美指短期上涨
动能依旧充足。

欧元：本周欧元一路下跌至1.30整数
关口，随着3月20日希腊政府偿债期限将
至，下周欧元料将有一定的波动，但技术
图显示欧元短期内下行的压力加大，近两
个月未有效突破的重要支撑1.30位置有
较大压力。

日元：本周日元短暂上扬82附近，但

之后由于美联储声明打压了市场关于进
一步量化宽松的预期，美元大涨，目前兑
日元已突破84整数位置。 下半年日元中
期保持83-85区间波动的可能性较大。

澳元： 本周澳元较上周跌幅近
3.25%，最低至1.0419。但中长期来看将
有一定支撑， 本轮美元涨势过后澳元料
将回到 1.06上方， 短期布林带下轨
1.0393附近有支撑。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不代表所在机
构。汇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汇交易员罗宇锋

汇市周评

美元马力十足 非美颓势依旧
外汇

室内踏青获奖
“我最喜欢‘动物总动员’的背景设置，

一天辛苦工作后，用短短几十分钟时间到投
注站去转转，仿佛踏青般，享受轻松休闲的
同时， 还有机会收获幸运大奖， 何乐而不
为？”家住长沙市四方坪的彩民张先生说。

享受休闲时光
“我们老俩口都退休了， 儿女又不在身

边，有时还真是寂寞。现在有了‘动物总动
员’的陪伴，我每天和老伴走路去玩上一小
会，不仅锻炼了身体，还能重温年轻时在农
村的田园时光，享受退休的快乐生活。”家住
湘江边的温大伯说。

舒缓工作压力
在某银行上班的李小姐介绍道：“玩‘动

物总动员’， 可以帮我放松一下因繁忙生活
而带来的郁闷心情，舒缓因紧张工作而带来
的压力，而且在奉献爱心的同时还有中奖机
会。” ■高欣然

玩法介绍之选二任选
选二任选是指从20种动物中任意选择2

种动物对开奖动物中任意两个位置的投注，
投注动物与当期开奖动物中任意两个位置的
动物相符，即中奖，单注奖金为8元。选二任选
看似不起眼，每注奖金只有8元，但不少彩民

靠它中了不少小奖。
家庭主妇赵女士就
笑称：“有时运气好，
一天的小菜钱就出
来了！” ■马克

喜欢“快乐十分之动物
总动员”的缤纷理由

没有足够的
周转资金进行原
材料采购， 没有
更多的交易数量
使得在项目竞标
中取得客户的信
任……由于缺乏
资金， 不少中小
企业难免会遇上
各种各样的瓶
颈。 此时，“供应
链融资” 或将打
破这类尴尬，为
中小企业寻求更
多的发展机会。

“供应链融资”让企业重生

市 民
在广发银
行长沙分
行咨询办
理黄金定
投业务。

■记者 杨斯涵

名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