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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扶持科技创新企业各出高招
给予专营机制+全周期覆盖的特别支持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马传茂

业界积极备战纸浆期货上市

近期， 上交所将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的消息引起广泛热议。 证券
时报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券商在通过
储备投行项目的方式积极备战外，商
业银行也在以专营机制， 针对科创企
业提供精准信贷支持， 并在其各个成
长阶段提供不同的增值服务。
来自监管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银行对上海地区科技型企业的扶持规
模正同比大增——
—截至三季度末，上
海辖内科技型企业贷款存量户数为
5811 户，较年初增长 11.0%，同比增
长 21.5%； 贷款余额 2425.7 亿元，较
年初增长 17.1%，同比增长 20.3%。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纸浆期货将于 11 月 27 日在上海
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对于纸浆
期货的发展前景， 不少现货企业表示
非常看好。为迎接这一新品种，相关行
业内各方正积极准备。
由上期所主办的最新一期 “
纸浆
期货会员单位巡回培训” 日前在青岛
举办， 百余位期货公司代表和实体企
业人士参会。 天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许琛在会上指出， 上期所纸浆期
货对纸浆市场意义重大， 首先为行业
提供了风险对冲工具， 其次价格发现
功能的发挥能帮助形成纸浆远期人民
币价格曲线， 同时还能起到规范现货
交易的作用。
纸浆产业链上游为森林产业，下游
为造纸产业。 纸浆期货交割漂白硫酸盐
针叶木浆。 针叶浆是由针叶树作为原材
料制成的纸浆。 中国不是针叶林木的主
要产区，所以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漂针
浆高度依赖进口，进口依存度甚至已接
近 100%。 纸浆期货上市有望给整个纸
浆产业链带来重大变革。
“
产业客户，不论是供应商（
国外
纸浆厂）、下游纸厂、中间贸易商，对纸
浆期货的推出都很关注。”许琛说，“
上
游纸浆厂虽然第一步还无法直接参

专营机制独立运作
科技企业“
轻资产、高成长”的特
性和风险特征， 是银行将其与其他性
质企业客户“
区别对待”的核心原因。
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多
家商业银行经营科创客户， 普遍 “
专
门”对待，其中包括：设立专营组织架
构（
专营科技支行）、独立经营管理团
队、专用风险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专
门的管理信息系统、 专项激励考核机
制、专属客户信贷标准。
杭州银行某科技支行行长向记者
表示，该行在制定信贷标准与门槛时，
会借鉴创投机构的做法，弱化担保、收
入等传统要素权重， 适当增加风险容
忍度， 最关注企业创始人和管理团队
素质及稳定。 南京银行则强调管理者
素质、企业专利等因素，弱化了企业财
务和成立年限等指标。
上海银行和徽商银行高管告诉记
者，他们已在内部资金成本核算、不良
容忍度、 尽职免责等方面建立差异化
政策， 同时开发适用于科技创新企业
的专用评级模型。截至 9 月末，上海银
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633.32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32.60%。 此外，记者了
解到，针对科技金融业务，上海辖内科
技金融转型重点银行普遍早在去年末
便设定了 3%的不良容忍度。
“
X 单”是上述几家银行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的高频词汇。 “
X”指代业
务流程，“
单”指的是独立运作。综合受
访银行所述共同点，目前，客户准入机
制、授信审批机制、风险定价机制、风
险容忍政策、 激励约束机制这五项均
实现了独立运作。 不同之处在于个别
考量， 比如杭州银行还设立了独立的
业务协同政策； 徽商银行则从宏观层
面上设立了单独的业务发展计划。

全生命周期覆盖
一名受访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高管
告诉记者， 科技型企业至少分为四大
类， 分别是还未有大规模盈利产品落
地的新型研发企业、 已经拿到高新技
术企业资质认定的企业、 拥有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的企业， 以及拥有核心知
识产权可以进阶资本市场的企业。 银
行对它们的总体授信额度，依次递增。
“
我们一开始可能就是针对三板企
业和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做授信或股权
质押贷款等标准化服务，但这两年产品
越来越多元化，是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 ”该公司金融业务高管告诉记者。
以上海农商行为例， 该行针对初
创期科技型企业， 单笔最高信用额度
为 1000 万元。 具有一定规模、具备较
强技术实力的成长期科技企业， 该行
提供投贷联动等服务， 单笔最高信贷
额度 3000 万；大型产业集团、上市公
司、行业龙头等成熟期企业，该行提供
并购融资方案、跨境金融方案，授信额
度另议。
浦发银行针对初创期小微科创企
业的信贷额度最高设定在 200 万元，
对企业成立时间无要求； 对稍成熟的
中小科技企业，则采用政府＋银行＋保
险公司/担保公司的合作机制，按照一
定比例各自承担风险，共同扶持；对更
为成熟的、获得相关资质认定的企业，
提供真正意义上的限额 3000 万无担
保纯信用贷款； 对含金量较高的科技
企业，则推出投贷联动服务。

券商中国
（
ID：quanshangcn）

与，但他们肯定会关注中国市场形成的
价格。 下游纸厂也非常关心，贸易商就
更关注了，期货工具推出后，可以带来
很多新的交易方式，包括我们在内的大
多数贸易商都会关注和逐步参与。 ”
在他看来，纸浆期货上市后，价格
信息会透明化，更快速反映市场变化，
价格有效性会更高。 从纸浆期货合约
制定、交割品牌设定、质量指标等方面
看，都比较完善，也符合行业惯例，相
信会是一个成功的期货品种。
青岛汉唐纸业有限公司邱禹表
示，整个产业都非常期待这个品种，现
有格局可能会被打破， 以后传统做贸
易、 封闭落后的参与者就会被淘汰。
“
虽然大家对纸浆期货准备工作的进
度不完全一致，但都在主动了解，未来
肯定会积极参与。 ”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杨
枭表示，整体来看，纸浆期货的上市对
国内造纸产业意义重大。 就整个纸浆
行业看， 中国是纸品的生产和消费大
国，纸浆进出口贸易的逆差异常显著，
纸浆期货的上市将有助于市场价格的
形成。此外，纸品企业也可利用纸浆期
货，管理原材料的价格风险，通过套期
保值有效锁定生产成本和利润。 贸易
商可通过套期保值管理库存以及规避
纸浆价格下跌的风险。

10月信托产品发行“
量价齐跌”
证券时报记者 王莹

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均
是类似逻辑。其中，杭州银行还创新开
发了政府风险缓释类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更深度介入
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 徽商银行等
银行正在争取“
投贷联动”试点。 记者
了解到， 虽然目前第二批投贷联动试
点资格仍未开闸，但杭州银行、徽商银
行等早已实质性开展相关业务。 主流
模式之一是企业与银行合作的基金签
署《
认股选择权协议》，获得无抵押的
类信用贷款。未来，企业可根据实际发
展情况， 灵活选择对于期权的处置方
式，包括回购、出售或转让。
记者了解到，针对省内大型科技型
企业，徽商银行设立合肥京东方产业基

金，目前 10 亿元已全部投放，信实产业
投资基金累计投放 35 亿元。 截至 9 月
末，该行科技金融贷款 1107 户 197.8 亿
元， 投贷联动业务 75 户 9.71 亿元。 其
中，认股选择权客户 33 户，共持有份额
2186 万股，市值 4135.27 万元。
除了纵向覆盖科技企业的全生命
周期， 银行还横向囊括了科技企业可
能产生的任何金融需求。 上海银行、杭
州银行、南京银行等在企业融资、支付
结算、现金管理、财富管理等一系列基
础性金融服务外， 提供包括在线会计
和报税、在线进销存、订单管理及在线
融资等一系列供应链金融服务。 上述
三家银行还专门针对科技型企业的职
工，推出定制个人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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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信托产品在发行量、募资
额等方面均出现下滑。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10 月共有 61
家信托公司发行 1180 款集合信托产品，
发行数量环比减少 58 款，降幅为 4.68%。
其中， 发行量前四位的信托公司
分别是四川信托（
发行 100 款）、外贸
信托（
发行 91 款）、中航信托（
发行 87
款）、民生信托（
发行 85 款）。这四家信
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占比为
30.76%，环比回落 2.36 个百分点。
信托产品发行量下滑的拐点出现在
8月。 普益标准研究员夏雨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从8、9、10 三个月的信托产品市
场情况看， 信托产品热度有所降温，是
行业降速增质的转型成效。 8 月，银保监
会下发关于资管新规过渡期内的监管
通知，虽然不是信托业的资管新规细则，

但也同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部分业务
开始收缩，行业正式进入降速期。
从信托发行的资金运用领域看，
相较 9 月，10 月变化不小。 占比最高
的房地产领域环比回落 4.78 个百分
点，工商企业、基础设施及证券市场均
小幅提升。值得关注的是，投向金融领
域的资金环比上升了 5.12 个百分点。
不仅发行量下滑， 募资金额亦大
幅减少。 10 月共有 55 家信托公司成
立 970 款集合信托产品， 成立数量环
比减少 230 款，降幅为 19.17%；募集
资金 888.17 亿元，降幅为 11.71%。
产品预期收益率方面，10 月投资
于房地产、 基础设施的信托产品收益
率略有上升，而投资于金融机构、工商
领域的产品收益率略有下降。 业内人
士表示，“
信托机构服务的工商企业基
本是民营企业， 收益率反映出工商企
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下调。 ”

双11消费呈现新趋势 分期付款覆盖更多消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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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段久惠
双 11 将近，空气中弥漫的消费的气
息越来越浓。 记者从花呗方面了解到，
今年不仅是在数码家电品类，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在购买美妆、母婴类商品，以及
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领域消费时，都倾
向于使用分期付款。 花呗不仅被用于吃
穿日用，更加成为很多人花明天的钱来

提升自己的一种新方式。
对于商家来说，这也意味着新的
空间。 有商家推出分期免息优惠后，
店铺转化率最高提升 22%。

超240万淘宝天猫
商家支持花呗分期
花呗分期是由花呗提供的先消

费、后按月分期还款的服务，适用于单笔
金额较高的场景如购买数码、电器、教
育、旅游等。 经过持续的风控、技术检验
和经验累积，自去年 6 月起，花呗分期逐
步开放，分期的支付方式渐渐从部分大
商家走向更广大的中小商家。
来自花呗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
超过 3000 万的线上商家和线下门店支持
花呗分期，不断满足消费者大额消费的分

期需求。 淘宝天猫商家中，也有超过 240
万的商家为消费者提供花呗分期服务。
商家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
于分期付款。 荷兰羊奶品牌 kabrita 的天
猫旗舰店接入花呗分期服务一年时间内，
使用花呗分期付款的用户数增长了 64%，
平均每 4 个用户就有 1 个选择分期付款。
另有国产手机品牌的数据显示，使用花呗
分期的月份，用户客单价平均提升 41％。
与此同时，消费者提前消费也不仅
是满足物质的需求，开始更多向个人成
长、自我提升的领域延伸，选择分期付款
的商品也在发生着变化。
花呗分期业务负责人介绍，此前消费
者选择分期的多是 3C 数码类，这一年来，
美妆、母婴等女性群体消费品增长迅速，
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领域也增势明显。

免息分期释放消费潜力
上海的刘女士在今年双 11 预售初
期， 早早选好了给自己的护肤套装和给
儿子的电动汽车，“
付款都选了分期的方
式， 给儿子买的那辆电动车将近 1200
元，有 3 期免息优惠，分摊到每个月还不
到 400 元，这样完全没负担了”。
分期免息已经逐渐成为商家重要的
营销形式。数据显示，推出花呗分期免息

的商家转化率最高可提升 22%。
正保远程教育是一家为个人和企业
提供职业教育服务的机构。 据其电商业
务总裁许宏宇介绍，今年双 11 期间推出
财会课程的花呗分期活动，并提供最高 6
期的免息优惠，“
截至目前， 使用花呗报
读的学员数较日常已经翻番， 店铺转化
率整体提升 8%”。
尝到分期甜头的不仅是正保远程教
育。 沪江网校的天猫旗舰店提供分期服
务和免息优惠后， 购买人数较之前提升
了 20%， 东奥教育的新学员则同比增长
了 32%。 东奥教育相关负责人介绍，“
消
费者日益重视教育投资， 但对于在校大
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意向学员来说，课
程和教材都是不小的开支， 分期付款降
低了入学的门槛，实现了共赢。 ”
今年 8 月，银保监会发布的《
中国银
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 提出，
“
支持发展消费信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创新金融服务方
式，积极满足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
老等升级型消费的金融需求。 ”
业内人士认为，适度使用消费信贷、
分期等金融产品， 有利于社会消费能力
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让消费驱动型经济
增长模式迎来更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