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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持，为民企腾飞注入“
动能”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多措并举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作为服务三湘已逾百年的金融“领头雁”，近年来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湖南中行）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及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型求实、变革图
强”，充分发挥全球化、多元化优势，不断发挥中行整体经营优
势、拓展融资渠道、创新产品服务体系，以“民”之情怀，助“营”
生壮大，为三湘大地上的民营企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
活力”和持续有力的“
新动能”。
事实胜于雄辩。截至10月末，湖南中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占公司贷款余额的三分之一，民营企业客户数占公司授信客户
数的比重超80%，该行积极支持的三一集团、蓝思科技集团、步
步高集团等民营企业，其负责人更是入选由中央统战部、全国
工商联联合发布的“
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通讯员 陈艺 彭旸 记者 潘海涛

整合经营优势，助力民企做大做强
提起中国银行， 服务全球的
美誉耳熟能详。当下，中国银行在
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
机构， 联线中行五大洲的分支机
构，可以勾勒出世界地图的模样。
湖南中行充分发挥集团海内
外一体化、多元化经营、综合化发
展的优势， 把握国家扩大开放等
政策机遇，依托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湖南省“一带一部”发展战
略，不断加强与境外分行、中银国
际、 中银保等集团内部的业务联
动，为客户提供融合利率、汇率、
币种的多元化跨境金融产品和综
合服务方案， 助力湖南民营做大
做强。

在这方面，根植湖湘大地，而
今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 全球第
五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的三一集团
显然是中国银行“海内外一体化”
服务的最佳代表。近三年来，三一
集团通过中国银行海外平台先后
与纽约分行、东京分行、巴西分行
等分支机构开展内保外贷、 人民
币额度切分业务累计近30亿元。
在此基础上， 湖南中行还积极联
动总行和中银香港， 持续为三一
重工提供汇率走势分析及交易建
议服务， 三年累计为三一重工提
供资金交易服务业务达70亿 美
元， 交易份额占其境内交易的比
重近50%。

拓宽融资渠道
支持民企转型升级

创新产品体系，提升民企服务质量

“融资难”“融资贵”是横亘在当
下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难
题。为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湖南
中行进一步依托集团完善的全球统
一授信、全球现金管理、跨境人民币
业务等优势，及时制定方案措施，积
极推出创新产品， 不断优化和拓展
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推进民企持
续发展和转型。
2017年，湖南中行为蓝思科技累
计叙做“汇出汇款融资”超1亿美元，
通过联动海外分行提供低成本外币
融资，有效解决企业境外采购项下的
付款融资需求。通过叙做出口商业发
票贴现，帮助企业加速销售资金回笼，
叙做开立国际信用证，叙做电费、关税
保函等贸易融资产品， 帮助企业降低
营运资金占用，有效提高周转效率。
有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企
业自然加速腾飞。 自2008年湖南中
行与蓝思科技建立授信合作关系以
来， 从最初的5000万元授信客户发
展成为目前授信重点核心客户，该
行通过提供短期流贷、 固定资产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进口信用证项下
开证和贸易融资、 非融资性保函等
一揽子金融服务， 为蓝思科技发展
为湖南省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型上市
集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确保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真正落实
到位， 切实提升民营企业
金融服务质量， 湖南中行
利用表内、 表外两大资产
不断加强产品创新， 优化
金融服务， 为金融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2013年以来， 湖南中
行累计为步步高发行短
融、中票超30亿元，为客户
上线现金管理实体现金
池， 实现客户集团资金管
理的高效运作， 为山河智
能叙做应收账款非标理财
业务， 满足了融资客户盘
活现有资产的需求， 实现
了供应链上的融资融通 。
今年10月， 湖南中行还为
湖南宇腾有色叙做了国内
中资银行首笔香港白银实
物易交易， 给客户提供了
白银出口业务项下的一揽
子金融服务， 为激活郴州
当地白银加工企业发展夯
实了基础。 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 湖南中行还积极利
用中国银行首创、 在全球
搭建的中小企业跨境撮合

服务平台， 助力一大批湖
南民营企业“走出去”“引
进来”，在扩大销售 、产 能
合作、对外投资、技术合作
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在11月6
日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展商客商供需对
接会上， 中国银行作为本
次进口博览会唯一的银行
类综合服务机构， 利用该
行全球化业务优势， 为本
次进博会提供了“中银全
球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
务”，获得了参会企业的高
度赞赏。
湖南中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 建设新时代全球一
流银行是中国银行的战略
目标， 湖南中行将按照中
央、 总行的具体要求和措
施，发挥专业优势，进一步
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
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 ，深
入研究当地民营企业金融
需求， 持续加大对民营企
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
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劲的
“中行动能”。

“剁手党”们必看！“双11”防骗攻略发布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重点注意三种典型骗术，弄懂套路防上当
长沙市公安局反电信诈
骗中心的接警平台数据显
示，去年11月-12月，冒充客
服诈骗、 资金盗刷类的案件
明显增加， 这些案件大多是
打着“双11” 的旗号实施诈
骗。11月8日， 长沙市公安局
反电信诈骗中心发布了“双
11”防骗预警，提醒广大市民
擦亮双眼识别骗术。
长沙市公安局反电信诈
骗 中 心 提 醒 广 大 市 民 ，“双
11”来临之际，在装满购物车
的同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
要点击来路不明的网站网
址，不要随意下载软件应用，
更不要填写社交账号密码、
手机验证码、 银行卡账号密
码等财产安全的重要信息；
在平台购物当中遇到质量问
题， 认准平台的官网或官网
客服进行申诉沟通， 谨防二
次上当受骗； 对于陌生的手
机号码、短信等，做到不听，
不信，不转账，谨防电信网络
诈骗。如遇电信网络诈骗，请
第 一 时 间 拨 打 110 或 者
96110报警求助。
此外， 长沙市公安局反
电信诈骗中心还盘点了几个
典型的骗术案例， 警示市民
要注意购物安全。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翟安

防骗贴士

“双11”购物防3大骗术
骗术一
“
你有优惠大礼包”
11月6日，开福区居民
王先生报警称， 手机收到
一条短信， 自称是淘宝某
店铺有“双11” 的优惠活
动， 点击一个网址链接可
以领取大礼包。 王先生点
开网站后， 按照页面要求
输入银行账号、用户名、身
份证号码等相关信息，随
后王先生的银行卡被盗刷
4980元。

骗术二
“
淘宝客服”要求退款
去年11月13日， 岳麓
区陈女士接到了自称“淘
宝客服”的电话，告诉陈女
士“双11”在网店抢购的餐
具断货了， 麻烦陈女士取
消订单， 方便店家安排退
款。对方通过QQ发来了一
个网页链接， 让陈女士操
作退款。 陈女士按照要求
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银

行卡号、 淘宝支付宝密码
等，“客服” 再次打来电话
索要陈女士收到的短信验
证码。反复几次，陈女士银
行卡里的5万元余额全部
被盗刷。

骗术三
“
兼职刷单”有返利
11月5日，湖南高校学
生小胡报警称， 在某网站
上看到招聘信息， 大量招
募“双 11” 兼 职 刷 单 工 作
人员。对方自称是上海某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的业务员，需要一批兼职
人 员 在“双 11” 前 在 某 网
上购物商城帮忙刷单。小
胡先刷了金额小的单，很
快就收到连本带利返回
的129元，随后又连刷3单，
共计4800余元， 却没有收
到返现。 业务员表示，操
作超时， 需要重新刷单。
小胡又刷了3单， 仍没有
收到返现，要求对方退钱
却遭拒绝， 且被对方拉
黑，再也无法联系。

“双11”将至，长沙传化公路港备足“
马力”。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闵琼 摄

长沙物流企业招兵买马备战“
双11”
本报11月8日讯 据中国快递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康预测， 今年
“双11”产生的快递包裹量，将会是
近十年来的最高点。 面对即将到来
的购物狂欢， 长沙物流企业将如何
应对？11月8日， 记者来到长沙金霞
经开区企业长沙传化公路港 （简称
“公路港”）走访发现，作为平台型企
业，公路港承接的部分物流以及港内
“
备战”状态。
各物流公司已经进入
“
‘双11’ 我们每天至少要承接
5.5万件货物， 这相当于平时的4-5
倍。”湖南如风达快递有限公司负责
人冯张宾介绍， 今年公司将承担天
猫超市、当当等在湖南的快递业务，
已准备了20辆9米6长的大货车。人
力上， 公司今年也已提前招募了临
时快递员，提高了加班费，并与一些
外卖公司进行合作，以防人手紧缺。

公路港运营负责人李正华介绍，
公司承接了苏宁易购的物流业务，已
提前在省内的每条配送线路上多增
加10辆以上9米6长的大货车。 公司
承担的VIVO、OPPO等手机品牌物
流也将及时增加运力，基本能做到当
天下单第二天8点半将货物送到顾
客手中。“双11”期间，公司还会通过
大数据后台及时调配储备运力，公司
旗下的陆鲸、易货嘀APP将及时派出
送货订单，让货物得到快速周转。
据介绍， 作为湖南规模最大、服
务功能最全的现代化城市物流中心，
长沙传化公路港已完成全省14个市
州、122个县市区的定时、定点、定班
货运传送网络。如今其日均货物吞吐
量超过7.8万吨、 吸引5000辆以上车
次进场， 整合服务1500余家中小物
流企业。
■记者 石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