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5 年来，“湖南制造”产业版图精彩
纷呈。“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 中的湘
企， 从 2015 年的 7 家增至 2016 年的 9
家，2017年又扩展为 13家。 制造强省，湖
南瞄准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问鼎世界一
流，湘企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中车时代电气）作为中国电气化铁路装
备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先者，多年来持续领
跑国内轨道交通电气系统市场。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 2025”战略
推进，公司加速布局全球市场，成立多家
海外公司和海外研发中心，产品批量出口
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土耳
其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支撑中国
高铁“走出去”的核心高端装备企业。

海外扩张越是逐步深入， 就越感受到
全球化经营带来的全新挑战。 如何实现对
境内外各单位资金的集中运作、高效共享，
节约公司整体财务成本， 提升资金使用效
率？ 这是中车时代电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时代电气排忧解难，2019 年初，中
国银行成功为企业上线 SWIFT 直连项
目。项目以强大的科技力量，帮助公司打破
时间、空间的限制；以 SWIFT直连渠道实
现公司总部的一点接入， 助力公司总部对
亚太地区、欧洲地区、非洲地区、美洲地区
等全球各区域账户实时洞察，并对各国家、
各区域交易指令线上传输，自动处理。

SWIFT 直连产品不仅帮助时代电气
实现了对境内外成员企业资金的有效管
理，提升了企业资金管理水平与财务处理
效率，也满足了客户对账户管理、日常结
算、资金调拨等方面的业务需求。

“‘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 2025’为
制造湘军扩疆海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中国银行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中资银
行，深耕海外百年，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为
湘企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最优质的综合
金融服务。 ”中行人这样说。

时代电气的 SWIFT 只是一个简单

的例证。 近年来，湖南中行持续发挥全球
网络、多元产品、海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为湖南制造开放崛起提供多点支持———

整合境外资源, 为跨境企业提供海外
融资便利。 通过全球统一授信、授信额度切
分、 内保外贷等方式，2018年为制造业外
向型企业共提供本外币贸易融资 262.02
亿元，引入境外低成本资金 32亿元。

聚力创新驱动， 优化金融服务方式，
持续发扬跨境业务优势，创新推出“出口
协议融资”、“国内贸易海外协议融资”等
一批新产品。 与中行卡塔尔分行、东京分
行联动，成功为蓝思科技叙做出口商贴项
下协议融资 6000万美元。

中行采用“商业银行 + 投资银行”模
式，支持客户海外并购，提供并购贷款、撮
合交易、财务顾问、业务咨询等综合金融
服务。 近年来，湖南中行先后支持株洲时
代新材收购德国采埃孚集团旗下的橡胶
与金属业务、三诺生物收购美国尼普洛诊

断有限公司 100%股权等项目。
中行跨境现金管理在湖南本地持续

保持“客户数量第一、资金流量第一”的市
场领先地位，且已批客户全部为制造业企
业。

“制造业是湖南经济的‘重头戏’。 未
来，中行将进一步以客户为中心，以扶持
制造业为导向，做好服务民营企业和微观
主体（普惠金融）两大重点工作，优选融资
渠道、创新特色产品，践行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战略， 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实现湖南行的价值发展。 ”湖南中行负
责人的话语沉稳有力，给人信心。

风劲帆满海天阔，俯指波涛更从容。
如今，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湖

南。 在这片创新开放的热土上，以中国银
行为代表的更多力量正在集结，高扬合作
风帆，为“湖南制造”打造更多的世界纪录
与更高的国际声望！“湖南制造”这艘航母
正加速驶向“世界级”！

助力“湖南制造”问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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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会上精彩纷呈， 美国卡特
彼勒、 约翰迪尔， 日本日立建机等机械巨头纷纷亮
相，作为“主场”的工程机械湘军，无疑是展会上最璀
璨的星。

三一、中联、山河智能三大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强品牌，是湖南人最引以为傲的品牌。而这三大企
业，也是中国银行深交多年的重要合作伙伴。

从为集团发放第一笔 200 万元的贷款助其发
家，到支持三一集团“三次创业”发展成为目前总资
产高达千亿元的湖南省最大民营企业， 中国银行作
为第一家与三一合作的银行，始终陪伴企业共成长。
截至 2019年 3 月， 中国银行联合 11 家境内外分支
机构与三一集团及其下属 22 家境内外成员企业建
立授信合作关系，为其提供授信总量合计 181.49 亿
元，使用授信余额 78.87亿元，授信总量、授信余额在
与企业合作的 42家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均位居第一。

中联重科同样是中国银行最重要的贸易金融合
作伙伴之一， 双方合作涵盖传统的进出口结算发展
到保函、租赁保理、融信达、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各个
领域。 在中联并购 CIFA这场行业标志性案件中，中
国银行作为唯一合作银行，先后为其出具 1.5 亿欧元
6 个月对外担保，开立 1.02 亿欧元融资性保函，联合
米兰分行、 伦敦分行全额叙做 2 亿欧元三年期的内
保外贷业务， 帮助中联顺利完成对 CIFA100%股权
收购。

不止如此，近年来工程机械湘军海外投资建厂、
销售布局，中行利用全球布局优势，为三一、中联、山
河智能叙做内保外贷业务累计约 30亿元。

为帮助企业资金快速回笼，实现更好发展，中行
围绕三一、中联、山河等核心企业，开办工程机械按
揭贷款业务，贷款余额 13.47亿元。

“工程机械是湖南工业最亮丽的一张名片，也是
未来湖南经济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将全力支持，为行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中行
的承诺掷地有声。

支持工程机械产业发展，只是中国银行支持“湖
南制造”的“冰山一角”。

2016 年，湖南出台《湖南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行动计划》， 筛选出包括工程机械在内的 20 大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 这 20 条产业链，既是建设制造强
省的“主阵地”，也成了湖南中行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的“主阵地”。

围绕航空航天产业链，湖南中行服务好中航工业
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湘
10家成员，为 10家单位提供 20.39亿元授信支持；

围绕自助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联动系
统内兄弟行，合计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和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在湘 6家成员提供 7.5亿元授信支持；

围绕先进储能材料及电动汽车产业链， 为省内
杉杉新能源等 11 家锂电池、 氢电池材料企业提供
17.85 亿元授信支持，为比亚迪、众泰等多家电动汽
车厂商提供授信支持 11亿元……

还有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含磁浮)、 显示功能材
料、装配式建筑等等，湖南中行均“高看一眼”“厚爱
一筹”。 全省 20 大新兴产业企业在该行贷款余额
72.1亿元，占制造业贷款余额占比高达 38.7%。

“中国银行根植湖南， 就要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为己任，以湖南未来经济走向为战略方向。 ”支持湖南
制造培育核心竞争力，湖南中行瞄准靶心，不遗余力。

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
在湖南制造行业，不同领域的创新每

天都在上演：首次采用钛合金 3D 打印定
制的短道速滑指扣、全球首列虚拟轨道列
车、 可经受 1250℃高温的含铍碳化硅纤
维……正是这些精彩不断的创新，引领着
“湖南制造”阔步前行。

2018 年 3 月 31 日，被认为行业内最
具创新力的三一集团有一项“小小的创
新”引爆了市场。以互联智慧、高性价比著
称的创新产品———三一重卡全网首发。仅
53 秒， 首批限量的 500 台三一重卡全部
售罄，销售额高达 1.35 亿元，创造了重卡
行业互联网销售纪录。

对于这款产品的销售，三一首开行业
先河，依托互联网自行开发全国首家移动
互联网卡车交易平台———“三一卡车
APP”，所有产品均无中间商，直接对终端
用户销售。新模式带来了产品销售的持续
“火爆”，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销售规
模急速扩大，造成线上收银难、线下对账
难，三一重卡的销售，亟需安全、便捷的线
上聚合支付解决方案。

作为三一最得力的老牌“金融管家”，
湖南中行迅速行动，用创新解决创新中的
问题。 他们为三一重卡 APP 线上直销平
台量身打造“三一重卡聚合支付”产品，综
合运用“线上收银台、线下智能 POS 机、
银企直联、现金管理”多款产品，解决企业
“痛点”， 产品上线首月公司即实现 13 亿
元销售额。

现代企业竞争，唯改革者强，唯创新
者胜。

在湖南制造发展进程中，从体制机制
改革到产业结构调整，从布局海外市场到
研发制造新品，制造湘军的每一次改革与
创新，背后都有中行默默支持的身影。

特别是近年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大潮席卷，“三去一降一补”要求迫切，

中行充分利用中银集团证券、投行、保险多
元化优势， 助力企业降低杠杆、“轻装上
阵”，走质量效益和创新变革之路，近年来
共为制造业企业债券承销余额 41亿元。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省属
国企、我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也是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重点客户。 2018年，为响
应国家“降低企业杠杆率”号召，快马加鞭
布局高质量发展，华菱钢铁拟引入 6 家投
资机构，以债权或现金对下属控股子公司
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华菱钢管增资。湖南
中行积极联动中国银行全子公司中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为华菱钢铁增资 6
亿元。

这是全国地方国企及钢铁行业第一
单市场化债转股，也是湖南首单市场化债
转股。 项目的实施，不仅增强了华菱集团
整体资本实力，减轻了财务压力，提升了
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同时，该项目作为
落实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国有企
业降杠杆的重要举措，也为湖南省内推进
国企改革提供了重要样本。

创新服务想在前， 担当责任做在前。
助力湖南制造改革创新，湖南中行妙手匠
心，铿锵前行。

制造强省，既要“顶天立地”的大企
业，也要“铺天盖地”的“小巨人”。 不论是
“大企业”，还是“小巨人”，降低融资成本
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民营企
业、中小微，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
“当务之急”。

去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 2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
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

作为一家百年来与国家同呼吸、共
命运的银行， 中行在国有大行中率先发
布《支持民营企业二十条》，实行“企业
融资减负工程”。 一方面使企业便利融
资，进一步解决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
给予企业优惠利率，进一步解决融资贵
问题。

2018 年， 湖南中行对制造业和制造
业民营企业（大中型）的存量公司贷款平
均利率和新投放公司贷款平均利率远低
于同业和该行的平均水平。截至 12月末，
该行制造业民营企业(含新模式)授信客户
数 461 户，较上年新增 152 户；贷款余额
94.4亿元，较上年新增 22亿元。

针对“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湖南中
行打造“惠三湘”普惠金融品牌。配备普惠
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专项规模，实施小微信
贷优惠利率，全面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创
新推出高新贷、供应通等“惠三湘”品牌系

列产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多种信用贷款
支持。 根据人民银行定向降准口径，截至
去年 12 月末， 制造业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5.96 亿元， 较年初新增 1.57 亿元； 增速
36%，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湖南中行“企业融资减负工程”得到
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荣获 2018
年湖南省融资创新一等奖。

越是大行，越要有大行的担当，越要
设身处地服务好实体企业。为湖南制造减
轻融资负担，增强发展活力，湖南中行义
无反顾，全力以赴。

培育新兴优势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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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服务 2019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客户。

中国银行与三一集团签署支持民营企业稳外贸稳投资总对总
合作协议。

（本版图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 王 珊 肖志红
陈 欣 刘 咏 侯江涛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客户经理到中联重科了解企业发展情况。

5 月 15 日，是个令 7000 万湖湘儿女振奋的日
子———2019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在万众瞩目

中开幕了！
在这场全球机械巨头“各显神

通”的盛会上，活跃着一群特殊的
参展商———省内各大金融

企业。 他们带来

设备按揭贷、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等金融产品，
以实际行动助力工程企业强劲发展。

这样的“搭配”，在制造湘军与金融企业间早
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自湖南制造业起步伊始， 金融机构一直如影
随形。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制造湘军参与全球竞
争、亮出湖南名片，越来越好的制造业转型提质、
创新发展，金融业始终是其强有力的后盾。

2015 年，湖南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制造强省，
发布《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 2025〉建设制造强省
5 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湖
南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一系列“重

磅”接踵而出，金融业对湖南制造的支持更是持续
升级。

作为我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 “主力军”，入
湘百年有余的中国银行大力支持省内实体经济、
制造业发展，助力中车（在湘成员）、华菱、铁建重
工、三一、中联、山河智能、远大、湘电、比亚迪等在
内的众多制造业重点企业创新发展“走出去”。 截
至 2019 年 3 月末，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制造业企
业授信客户 855 家，全口径授信余额 232.33 亿元，
实有贷款 208.75 亿元。

在“湖南制造”向“湖南智造”迈进、不断登顶
世界的征程中，中国银行这部“金融引擎”正源源
不断为制造湘军注入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