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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伦敦分行正式开业

沪伦两大金融中心合作再现成果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近日，浦发银
行伦敦分行正式开业，这是浦发银行在亚
洲以外区域布局的首家海外机构，标志着
浦发银行国际化战略迈上新台阶。
浦发银行董事长高国富表示，伦敦分
行的设立，不仅是浦发银行融入以伦敦国
际金融中心为代表的全球市场、搭建全球
金融服务网络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上海和
伦敦两大金融中心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成
果。
伦敦是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重
要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之一，
而上海在中
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也正在加快建设国际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
心”。在中英深化双边合作的大背景下，上
海和伦敦呈现新的金融合作格局。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由于法律环
境开放透明、市场准入壁垒较低、金融服务
国际化程度高吸引了多家中资金融机构落
户，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设
厂、跨国并购，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也能够
更好地满足企业海外经营的金融需求。
日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时曾到
访浦发银行总行，并见证了浦发银行伦敦
分行揭牌。据悉，浦发银行伦敦分行成立
后，一方面将加强与境内离岸、自贸等平台
浦发银行在伦敦落户将加强上海和伦敦两大金融中心的合作。
□东方 IC 供图
的跨境联动，
另一方面将寻找当地客户，尤
其是与中国有投资关系和贸易往来的客
未来，浦发银行伦敦分行将借助伦敦
相关链接
户，通过整合集团资源，为中国国内优质企
和上海这两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地位，
业
“走出去”以及英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
发挥浦发银行集团的国际平台优势和产品
供更好的跨境金融服务。
服务创新能力，以客户为中心，努力做好
即跨境服
开业初期，浦发银行伦敦分行将立足 “四个平台、一个中心”建设工作，
与浦发银行伦敦分行同日揭牌的还
据悉，
该基金将在上海和伦敦分别设
务平台、资金交易平台、英镑和离岸人民币
经营公司业务及金融市场业务，提供银团
立总部，
以管理基金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投
清算平台、产品创新平台和欧洲发展中心。 有美丽境界欧洲并购基金。据悉，该基金
贷款、并购贷款、贸易融资、资金清算在内
是上海国际集团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
资。一期募集规模 30 亿元人民币（约合
事实上，金融合作是中英全方位务实
的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略，
为引导社会资本并购欧洲具有技术、
3.3 亿英镑或 4.8 亿欧元），主要投资于欧
合作的重要增长点。中英两国领导人此前
作为上海的金融旗舰企业，
浦发银行积
市场等优势的医药医疗、
环保和其他先进
洲具有优秀盈利能力、
技术优势且能带动
已就加强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达成新共
极探索金融创新，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目
制造业企业而成立的第一家拥有境内、
境
中国制造升级的中型制造业企业。同时，
前，
浦发银行已在全国设立 41 家一级分行、 识，包括双方将继续支持各自银行在对方
外“双引擎、双总部模式”的跨境并购基
二期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募资，规模约
国家扩大投资经营，鼓励两国银行深化跨
1800多个营业网点、
拥有超过5万名员工，
架
金。
30 亿元人民币。
境合作等。
构起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经营服务格局。

美丽境界欧洲并购基金揭牌

银联卡境外发行累计近 9000 万张
入境消费金额连续多年快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银联卡境外
业务本地化发展取得积极进展。银联国
际近日宣布，2017 年境外新增发行银联卡
近 2000 万张，累计发卡近 9000 万张；全年
境外发行的银联卡交易量同比增长近四
成，其中，在中国境内的交易金额连续多
年快速增长。

持卡入境交易规模持续扩大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最新数据显示，中
国已是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2017
年入境旅游人次约为 1.4 亿，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入
境旅客人数增加迅速。顺应这一趋势，银
联国际在服务中国持卡人跨境消费基础
上，通过扩大境外发卡规模、丰富用卡服
务和权益等方式，支持境外游客入境消

费，双向服务境内外人员往来。
截至 2017 年末，境外 48 个国家和地
区总计发行银联卡近 9000 万张，其中“一
带一路”沿线发卡逾 2500 万张。在老挝、
蒙古和缅甸，银联卡发行规模居各类卡品
牌第一位；巴基斯坦已发行超过 410 万张
银联卡，
“银联”成为巴基斯坦发卡数量第
二的国际卡品牌；在俄罗斯，当地 10 多家
银行累计发行了 130 万张银联卡。
银联卡已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游客
赴中国境内旅游的主流支付方式，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本地持卡人在中国境内
频繁使用银联卡。2017 年，巴基斯坦发行
的银联卡在中国境内交易量增长超过 2
倍，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发行的
银联卡交易量增长约 50%。
数据显示，上一年度境外持卡人消费
范围扩大至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杭州、

成都、厦门等城市的交易量增长最快，持
卡人不仅喜欢刷银联卡购物，也在娱乐、
餐饮、住宿类商家使用银联卡支付。

银联网络国际化特点凸显
随着境外业务本地化发展不断推进，
银联网络的国际化特点进一步凸显。自
去年 9 月起，境外发行银联卡的交易量已
超过境内持卡人的跨境交易量。
东南亚、中亚等地发行的银联卡本地
交易占比已超过九成，说明银联卡已成为
这些地区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支付方式。
此外，境外发行的银联卡跨境用卡交易活
跃，
泰国、
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发行的银联
卡跨境交易量增长均超过1倍；
同时随着欧
美地区受理环境的不断优化，去年境外发
卡在欧洲和美洲交易量增长超过20%。

沪银行业资产
总额超14万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2017 年，沪
银行业有力支持了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进一步巩固了“十三五”发展的良好
开 局。记 者 从 上 海 银 监局获悉，截至
2017 年末，沪银行业资产总额 14.75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3%；各项贷款 6.7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9%；各项存款 9.37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5.0%。
值得一提的是，沪银行业不良贷款
再次实现了“双降”。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末，沪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 380.3
亿元，较 2016 年末减少 23.79 亿元；不良
贷款率 0.57%，较 2016 年末下降 0.11 个
百分点，
不良贷款实现
“双降”
。
上海银监局表示，2018 年，上海银
行业将根据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
议提出的风险防控任务、改革开放和服
务实体经济工作要点，
明确目标、紧扣重
点，不断开创沪银行业改革开放和科学
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
2018 年，沪银行业将进一步深化整治银
行业市场乱象，加强重点领域信用风险
防控，
深入开展交叉金融风险防控，
前瞻
防控流动性风险和跨境业务风险，严格
管控操作风险，
防范社会金融风险传导。
二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2018
年，
沪银行业持续服务重大战略和重点项
目，
支持打响
“四大品牌”
（上海服务、
上海
制造、
上海购物和上海文化），
助力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和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体制
建设。同时，主动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完善“4465”科技金融体系，即经营模
式的“四个转变”、经营理念的“四可原
则”
“
、六项主要任务”
和
“五项保障措施”
。

首单境内企业
“债券通”中期票据发行
本报讯 （记者 张淑贤）近日，
中航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简称中航租赁）成功发
行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规模为 13
亿元，票面利率 5.80%，这是境内企业首
单以“债券通”形式注册的中期票据。据
悉，该中期票据以 1.44 倍的认购倍数及
10%的境外投资者中标量获得了市场的
认可。
债券通是内地和香港债券市场互联
互通，
两地投资者在境内即可通过特定渠
道购买对方市场上公开交易的债券。去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联合
公告推出
“债券通”，这是人民币及中国资
本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举措。
“债券
通”不仅有效拓展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债
券资产的途径，
提高配置人民币债券资产
的效率，
还能借助境外机构的交易与投资
经验，不断完善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构

建一个市场透明、交易活跃、风险可控的
国际化人民币债券市场。
首单境内企业债券通中期票据的成
功发行，
表明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计价资
产的中长期配置需求的认可。据悉，
中航
租赁是我国首批内资融资租赁企业，
也是
唯一拥有航空工业背景的专业融资租赁
企业，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目前租赁资产
规模已突破 800 亿元。
作为上海自贸区的融资租赁企业，
中航租赁在金融改革方面一直走在行业
前列。去年 11 月，该公司在银行间市场
成功发行 2017 年第一期自由贸易试验
区债务融资工具，为公司打通自贸区人
民币直接融资通道作了有益尝试，在满
足公司租赁业务对资金的需求和成本控
制要求同时，还拓宽了公司全球化融资
新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