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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重要的国际组织之
一，世界贸易组织（WTO）拥有
“经济联合国”之称，在制定经贸
规则、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 也是工商界深度
参与全球化、 争取国际经贸话语
权的重要平台。 公共论坛是
WTO 年度规模最大、 最重要的
会议， 旨在探讨时下热点贸易和
发展问题， 促进国际经贸交流与
合作。 自 2001 年以来，WTO 公
共论坛已成功举办 18 届， 每年
都吸引来自各国政府、社会组织、
工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等 1500
余名代表参会。

洪崎在论坛上指出，当前，全
球贸易呈现出服务业与制造业并
重、 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共
同发展、 垂直分工不断扩展等新
趋势。洪崎表示，全球贸易格局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 企业对跨境金
融服务提出诸多新需求： 一是企
业向价值链曲线两端延伸， 金融
需求趋于复杂多元； 二是核心企
业加快整合， 供应链金融需求强

烈；三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沿线业务拓展亟待
跨境金融支持。

对此，中国银行业机构因势而
变，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对接企业
的金融新需求： 一是打造综合化、
集成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二
是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助力企业的
国际化发展；三是加强金融机构国
际合作，共同构建覆盖全球、快速
响应的跨境金融服务网络。

作为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
资本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自 1996
年成立以来， 始终秉持“为民而
生，与民共生”的企业使命，坚持
以改革创新为己任， 致力于为中
国的现代商业银行改革发展探索
有民生特色的发展之路， 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专业化、 综合化的现
代金融服务， 致力于为投资者创
造更高的市场价值和投资回报。

截至 2019年 6月末， 中国民
生银行总资产规模超 6.3万亿元；
2019年上半年，中国民生银行实现

营业收入 882.56亿元，实现净利润
316.23亿元。 2019年 7月，中国民
生银行在英国《银行家》“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排名中居第 28位，在美
国《财富》“世界 500�强”企业排名中
居第 232位。

“面对全球贸易格局演变下
的企业金融需求变化， 民生银行
不断优化国际业务布局， 已经与
遍布 109 个国家的近 1500 家同
业建立代理行关系，可以及时、高
效地提供覆盖全球的国际业务产
品和服务。 ”洪崎表示，民生银行
围绕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场景，聚
焦企业资金运营痛点， 持续提升
国际业务、结算与现金管理业务、
国内贸易融资和保理业务等系列
产品服务能力， 着力为企业提供
更为全面的网络化、智能化、便捷
化产品服务体验，打造结算 + 融
资、境内 + 境外、数字化 + 场景
化的交易银行。

一是国际业务稳步发展，市
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民生银行深
度推进“单一窗口”金融服务、全

球现金管理、 民生环球速汇 GPI
等创新产品的综合运用， 形成跨
境贸易便利服务先发优势。同时，
积极开发贸易融资、跨境投资、对
外承包工程等领域“走出去”业务
机会，为“走出去”、进出口贸易等
企业提供全方位、 定制化的跨境
金融服务。

二是聚焦企业需求演进方
向，持续完善结算与现金管理产品
体系。 民生银行聚焦战略客户、供
应链客户、机构客户和中小客户的
新型结算、集团现金管理和流动性
财富增值等多样化需求。不断丰富
和完善“通”、“聚”、“盈”产品体系，
房管通、招标通、大额存单等产品
功能日臻完善， 不断提升客户体
验，进一步增强了产品竞争力。

三是国内贸易融资和保理业
务转型效果显著。 民生银行围绕
企业需求， 不断创新场景化业务
模式，针对医药、电力等重点行业
形成典型解决方案， 积极推动国
内保函、国内信用证、保理等产品
场景化适配和电子化升级， 有效

服务贸易项下和交易项下的各类
客户群体， 进一步提升了贸易融
资业务的差异化竞争力。

四是不断升级数字化服务能
力，有效改善客户体验。民生银行
不断整合与提升现有产品、 渠道
和服务， 大力推进交易银行场景
化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持
续提升业务自助性和操作标准化
水平，为公司客户提供高效、便捷
的综合金融服务新模式。

谈及国际贸易企业对于金融
创新的需求和期待， 新希望集团
副董事长王航在论坛上指出，企
业要找准市场定位， 勇敢面对市
场竞争， 同时积极践行企业家精
神，持续培育核心竞争力，不断提
升自身信用水平， 善于运用多种
金融工具， 努力提升在供应链上
的竞争实力。

“对于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
新更有价值。 ” 泰康保险集团
CFO 周国端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对有志于开
拓中国金融市场的企业来说，既
要重视大数据、 区块链等新技术
的发展与应用， 又要大胆创新商
业模式，并且勇于先行先试，再逐
步加以复制推广。

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
面， 国际贸易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玛丽安·杰森表示，中小企业融资
效率低、成本高，需要政府、金融
机构和中小企业共同发力。 民生
银行服务中小、 小微企业的一系
列探索实践卓有成效， 值得金融
同业借鉴。

针对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发生
深刻变化，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体制受到冲击的情况，洪崎表示，
面对国际、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
变化，民生银行将持续深化“民营
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行、综
合服务的银行”战略定位，全面推
进改革转型落地实施， 持续创新
体制机制和商业模式， 着力建设
成为一家特色鲜明、价值成长、持
续创新的标杆性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首次举办
WTO 年度公共论坛分论坛

■通讯员 魏鸣笙

10 月 8 日，为期 4 天的世
界贸易组织（WTO）年度公共
论坛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开幕。
应 WTO 邀请，中国民生银行、
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贸易中心
（ITC）共同举办了以“金融创新
如何助力企业更好参与国际贸
易”为主题的分论坛。 中国民生
银行董事长洪崎、副行长李彬，
中国国际商会副秘书长张屹，
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王航，泰
康保险集团 CFO 周国端，国际
贸易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玛丽
安·杰森 （Marion�Jansen）等
出席论坛，并就“融资困难与金
融创新”、“企业国际化进程与
战略”、“当前贸易形势与 WTO
改革”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获
得 100 多位与会各国经济金融
界人士的好评。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论坛上分享精彩观点。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规定， 为体现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决定对其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城南路
9-15 号(原南大路 35 号）房产对外招租，
现将有关信息公布如下：

一、出租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行。

二、出租房屋基本信息：房地产权证
编号： 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00593682 号，
房屋性质：钢混结构，无抵押，房屋建筑共
七层，总建筑面积：3167.38m2。 该栋房产
含附 1楼、1-7层商用楼及 4套住宅。

三、招租方式：竞租方报名、报价；租
赁价格以竞争性谈判确定。

四、竞租须知：
1、竞租方资格及条件：竞租方须是

境内企业法人、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能力的其他组织、 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
户。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良
好的商业信誉，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

2、 竞租行业要求： 竞租方不得是
P2P、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公司，从
事行业必须合法， 且符合安全、 卫生、环
保、市政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3、租赁期限：五年到十年。
4、竞租原则：竞租以“价高者得”为原

则；从第三年起，租赁价格将逐年递增。
5、竞租保证金:竞租人报名时必须交

纳竞租保证金 12 万元， 保证金不计利
息。竞租结束后，如未竞租成功，办理退还
保证金手续。

6、付款的方式：按照先支付后使用
的原则，以《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五、报名时间:��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2019 年 10�月 15 日 (遇周六、周日顺延，
不受理报名)， 工作日报名时间为： 上午
8:30—12:00，下午 2:00—5:30。

六、报名地点：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1510办公室（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
路一段 593号）。

七、报名要求：
1、竞租方按照公告规定的日期及地

点向招租方报名。 竞租方如需查看房屋
现状，须于报名前与我单位联系查看。

2、竞租方可到招租方查阅相关招租
文件，若有疑问，应在报名前向招租方咨
询。 一旦报名，视为无异议。

3、报名的竞租方需提供营业执照副
本及其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身份
证明及其复印件，自然人须提供身份证及
其复印件。

4、委托他人代理报名的，须提交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5、报名时须交足竞租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5：30 前，
逾期不再受理。

八、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1510办公室
联系人：李女士
电 话：0731-82580806
九、竞租解释
此公告解释权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行所有。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2019年 10月 9日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房屋招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