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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9月 26-29日，为期 4天的“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CAETE）”在湖南长沙召开。4天

的精彩，就像一本厚重的画册！在这本画册里，湖南携手非洲各国，用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努

力，搭建了一个合作与共赢的舞台。

对于历史而言，中非经贸博览会，这个带有诸多鲜明标记的经济盛会，无疑将载入中国与

非洲各国发展史册。

对于中非来说，这场跨越万里的盛会，不只是为友好赴约，更是为中非经贸未来更好合作

开启的一段新征途。

作为首家进入非洲国家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是本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金融服务战略合

作伙伴”单位，凭借其全球化、综合化优势，长期致力解决企业“走出去”“引进来”过程中环境不

熟、政策不明、法律不清、沟通不畅以及融资难、融资贵、国际金融风险等系列问题，中国银行已

然成为推动我省企业新一轮跨境合作的有力引擎，也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实现

双向赋能。

张马良 侯江涛 李 行

秋日潇湘，风轻云淡，有朋自远方来。

在这美好的季节，中非友好大家庭的新老朋友们再次汇聚湘江之滨，共襄第二届中非经贸

博览会盛举！

中非经贸合作到今日实现跨越式发展，绝非一时一事之功，而是多年的并肩携手，厚积薄

发。以“融通世界、造福社会”为己任的中国银行，始终发挥自身优势，从战略合作、供需对接、

配套活动、金融服务、现场服务、宣传推广及人员等方面支持中非经贸活动，推动双边贸易往

来，同时为服务“高质量引进来”“高水平走出去”架桥铺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李芒坚定说道：“中行助力中非经贸合作的脚步从未停歇，作为

本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主要金融服务商，中行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及资源，全方位为境内外参会

企业提供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多种服务支持，为中非经贸合作贡献金融力量。”

五年来，中行湖南分行为各类企业

提供本外币融资近 4500 亿元（折人民

币），其中提供本外币贸易融资超 2000
亿元。截至 2021 年 8 月，湖南中行服务

省内贸易融资客户近 2700 户，全省份

额占比达 45%。

五 年 来 ，中 行 湖 南 分 行 累 计 为 近

4900 家外贸企业办理跨境结算超 700
亿美元，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超 800
亿元；为华菱财务集团、中联重科、三一

重工等 10 余家重点企业累计办理资金

池业务量人民币 500 亿元，大幅减低了

企业的结算成本。

———中国银行助力中非经贸合作迈向新高地—中国银行助力中非经贸合作迈向新高地

奋楫扬帆踏征途奋楫扬帆踏征途

2019 年，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开幕时，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贺信。希望双方围绕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加强对接，积极探索合

作新路径，开辟合作增长点，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再上新

台阶。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勉励湖

南，着力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

两年来，中国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助力湖南实施“三高四新”战略，推动

中非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作为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战略合作伙伴金融机构，

中国银行将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非经贸深度合作

先行区两大国家级平台，结合自身优势，服务湖南打造

“五大中心”（即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

中西部对非合作物流人流中心、地方对非经贸合作促

进中心、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研究中心和中非跨境人民

币中心）。积极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模式，整合智库资

源协助参与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依托先进的

全球服务体系，提供对非金融服务及人民币清算服务，

推进对非跨境贸易、结算清算、信贷融资、资产管理等

领域的政策先试先行。还作为“幕后谋臣”，参与中国

人民银行《人民币在非洲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专项课题

研究及报告撰写工作。

在中非经贸合作中，中行更不遗余力，携手湖南省

商务厅开展各项工作，助力构建湖南对外开放发展新

格局，以实际行动支持中非经贸博览会重点项目落地，

助力湖南企业走出去，助推中非经贸合作迈向新高地。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李芒表示：“未来中行将

坚定贯彻湖南‘三高四新’战略，积极探索中非经贸合

作新模式，深入研究中非跨境人民币结算、非洲国家小

币种兑换保值、易货贸易、非资源性产品交易中心、市

场采购贸易试点等课题，依托全球化的机构布局与服

务体系，联动驻非海外机构共同为湘企开拓非洲市场、

湖南-非洲产能合作、经贸往来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大江大海奔腾不息，合作共赢大潮浩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银行将持续践行“融通

世界、造福社会”的初心使命，继续扛起国有大行使命

担当，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平台资源，为湖南搭

建一条通往中非贸易的“金融高速”，以优质的金融服

务助推中非企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

9 月 26 日，走进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

会 中 国 银 行 展 区 ，由 该 行 创 新 推 出 的

IGTB 企业网银，吸引了大批参展宾客驻

足体验，成为会场一道亮眼风景。

“本次展出的 IGTB 企业网银，是以

客户为中心，满足个性化需求定制的企

业优秀‘合作伙伴’。”现场一位中行湖南

分行负责人介绍说，在网银操作页面中，

企业可根据偏好，自由定制网页页面样

式、信息布局、产品内容、管理权限等等，

重构网银展示界面和交互流程，为客户

打造全新、极致的视觉交互体验。

不仅如此，中国银行 IGTB 企业网银

还引入人工智能、行为分析、生物识别、

大数据运算等技术，针对客户需求将多

种单一金融交易数据进行综合加工、分

析，基于图形、图标等可视化展现方式，

推出了企业特色视角的“金融仪表盘”，

让企业无论曾经习惯于何种操作界面，

都能在中行企业网银中，找到自己熟悉

的“调调”。

不过更为吸引人的当属“数字人民

币”带来的沉浸式体验。

在“数字人民币体验专区”展厅，中

国银行展出了可视芯片钱包、纸质芯片

钱包、养老手环、智能手表等不同形态的

数字人民币支付 C 端设备。

“我们推出的这些数字人民币，不仅

品种丰富，而且形态非常贴近生活。”这

位负责人介绍道，为丰富参展人员数币

支付现场体验，展会现场开展了“数字人

民币一分购”的活动，参展人员现场开立

数币钱包后，支付一分钱即可购买功能

饮品并参与 2022 冬奥纪念品扭蛋活动。

作 为 本 届 中 非 经 贸 博 览 会 合 作 伙

伴，中国银行利用现场金融服务点、数字

人民币体验专区、企业网银体验自助服

务设备，以高标准的金融服务为本次中

非经贸博览会贡献全方位金融力量，彰

显出这所国际化程度的最高中资银行服

务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和一贯风范。

跨境金融，一直是百年中行的“金字

招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全

球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中国银行以跨境

金融特色产品全面助力中非境内外企业

互融互通。

在基础产品服务领域。中国银行将

提供线下线上全流程全平台服务，依托

设立在本届博览会主办地湖南国际会展

中心 W1 区 A03 展位及周边网点，结合自

助机具、综合服务咨询台，实现现场金融

服务全覆盖。与此同时，还依托个人网

上银行、企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

银行、微信“微”银行等全平台入口，提供

各类个人及公司客户金融服务和咨询服

务，实现任意平台一点接入，顷刻实现全

面对接。

在特色产品服务领域。中国银行将

发挥全球化、综合化优势以及在外汇外

贸领域、大型活动服务领域的丰富经验

及专业特色，为参展机构提供全球领先

的国际结算、科技金融、跨境电商、普惠

金融服务，让全球客户尽享专业、高效、

优质的服务体验。

国际结算方面，中国银行贸易金融

产品多达百项，囊括了基础结算、单证服

务、担保服务、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大

宗商品、供应链融资等十余个品类。

科技金融方面，中国银行为参会企

业深度定制“中银全球智汇”（GPI 跨境汇

款）、在线供应链、在线无纸化单证等各

类在线金融服务平台,同时为个人客户提

供全面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技

术的手机银行服务。

跨境电商方面，针对跨境电商进口

海淘、保税仓库等不同模式，中国银行为

进口、出口的不同场景，提供反洗钱、国

际收支申报、定制化跨境资金清算、物流

费、行邮税代扣等全自动处理。

普惠金融方面，针对小微企业“短、

小、频、急”融资需求特点，中国银行提供

“中银信贷工厂”模式线下融资服务以及

“中银企 e 贷”系列线上融资产品，并为参

会小微企业提供开户结算、授信融资、跨

境对接等综合服务。

在中非经贸往来中，企业的脚步走

到哪里，中行的服务就做到哪里；企业金

融的需求点在哪里，中行产品的创新点

就在哪里。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李

芒坚决表态：“中行湖南省分行将始终紧

扣时代发展需求，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努

力为中非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综合

金融服务，当好中非经贸合作的金融主

力军。”

打开世界地图，中国银行覆盖 61 个国家

和地区的全球化服务网络跃然纸上。

融 通 世 界 ，中 国 银 行 始 终 走 在 行 业 前

列；对外开放，中国银行始终紧跟国家对外

开放大局步伐，积极推动中国与非洲合作双

向互动，成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早在 1997 年，中国银行在赞比亚成立分

行，该分行成为中行在非洲最早设立的子银

行。之后，中国银行不断在非洲各国“落子

开花”。目前，中国银行境外机构已覆盖 61

个国家和地区，并在非洲八国（南非、赞比

亚、摩洛哥、肯尼亚、坦桑尼亚、安哥拉、毛里

求斯、吉布提）设有 10 家机构，初步形成了覆

盖非洲重点地区的金融网络，为与非洲有经

贸往来的企业提供包括南非兰特在内的 10

种非洲国家货币兑换、结售汇服务以及 26 种

非洲国家货币汇率保值等特色业务。

在推动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发展，为境

内外企业打造对接合作平台上，中国银行同

样主动作为，牵线搭桥。

2014 年，中国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球中

小企业跨境投资撮合服务”，通过搭建信息

库、客户配对、网上相亲、对接面谈、现场考

察、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六步走”流程，大大

降低企业对接成本，显著提升中外企业合作

成功率。

2016 年，“中银全球中小企业跨境撮合

服务”首次来到湖南，中国银行总行与湖南

省政府在长沙联合举办了“湖南—非洲国际

产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活

动吸引了 21 个非洲国家的 37 个政府部门、

63 家非洲企业及 200 余家省内企业参加对接

撮合，双方开展“一对一”洽谈对接 485 场次，

涉及建筑安装、机械设备、能源设施、水利水

电、交通运输、清洁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

各个领域，签订合作备忘录 175 份，合作项目

涉及金额约 8.25 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湘非合作不断升温，中国

银行更以实际行动支持湘企开拓中非合作

版图，在支持湘企对非跨境结算、重点项目

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

近五年来，中行湖南分行累计为近 2000

户湘企办理 1.65 万笔涉非国际汇款，金额达

8 亿美元。累计为中车株机、中铁五局、湖南

建工、省电力设计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

特变电工等 37 家湘企对外工程承包及贸易

往来提供了近 20 亿元的保函金融服务，惠及

28 个非洲国家。先后为湘属企业提供了南

非兰特、埃塞俄比亚比尔、乌干达先令等 20

种小币别的保函开立服务，满足非洲业主本

币保函服务需求。中行湖南分行还成功办

理了全国首笔南非兰特币跨境汇款业务，湖

南省首笔南非兰特币保函及特远期兰特币

保值业务，致力于企业的特色化需求。涉及

对非投资的喀麦隆 1.28 亿美元出口买方信

贷项目也取得实质性进展。

与此同时，中行湖南分行推出的跨境融

通服务涵盖进口海外代付、出口海外融资、

内保外贷、并购贷款等一系列产品，近年来

为一般跨境贸易、重型装备制造、供应链上

下游、“走出去”等类型企业，引入低成本资

金达数百亿元，节约财务成本上千万。

创 新 服 务 满足中非企业全方位金融需求

融 通 世 界 拓宽中非经贸合作版图

担 当 使 命 助力打造对非合作新高地

百年中行助力湘企拥抱世界

数说

①②③④均为中国银行全方位服务第二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为活动现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
服务。（本版图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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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作为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战略合作伙伴亮相展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