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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服务全面创新

《规划纲要》 给大湾区发展提出的

一大战略定位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创

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记者日

前从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将建

立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科技金融

服务体系，以金融创新为大湾区打造国

际科创中心赋能。

服务科技金融积极对接股市、债

市、 保险、 银行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对

此，建行构建了“综合+融合”新型产品

体系。其中，包括加强数据共享和连接，

串联社保、工商、税务、企业等封闭的数

据单元，打破信息孤岛，创新大数据普

惠金融产品； 突破传统信贷评价体系，

让科创企业的评价不再局限于资金流，

同时也可以量化评价企业的“技术流”

状况，使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能力实

实在在地转化为可贷额度；通过发挥香

港资本市场带动企业“走出去”和把国

际资金“引进来”的作用，搭建科技企业

资产交易平台，保障更多科技创新巨头

孵化， 实现资本与技术的有效对接、金

融与产业的有效对接、粤港澳与内地的

有效对接，发展并购融智金融；打造全

链条人才金融服务，发展科创人才金融

和打造生态文化支撑，搭建科技金融服

务平台， 全方位满足科创企业从孵化、

育成到蜕变全过程中资金融通和要素

流通需求。

此外， 建行广东省分行从2015年7

月开始全面推出FIT粤科技综合金融服

务品牌。 现已达成了服务全覆盖、授信

半覆盖的目标，服务高新技术企业近1.8

万家，授信覆盖超过7000家，资产余额超

过1800亿元，近三年新发放贷款零不良。

当前，FIT粤科技金融产品系列已迭代

升级到4.0版。 去年建行还开发了科创企

业授信额度测算工具———“科企贷贷

看”普惠微信小程序，为科创企业提供

24小时自助的线上额度测算-产品推

荐-业务办理的全流程金融服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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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

建立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记者从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获悉，

该行先后出台三大“支持”措施助力大湾

区建设。 广东工行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业

及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截至2019年一季

度末，广东工行对大湾区先进制造、现代

服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达2554

亿元，比年初增加164亿元。 支持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建设，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

广东工行对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项目审批授信总额超2300亿元，贷

款余额820亿元， 重点支持了深中通道、

珠三角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等湾区重点基

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支持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2019年一季度末，广东工行辖内大

湾区内各分行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近300

亿元，同比增加34亿元。

在加强粤港澳民生互联互通方面，

广东工行紧密顺应“民生先行”政策方

向， 大力加强包括大湾区个人金融服

务、银行卡服务、支付结算服务、跨境企

业综合服务、 跨境电商等方面的推动

力度，内外协同打造一体化服务体系。

如积极为港澳个人提供账户服务，截

至2019年3月末， 该行已累计为港澳居

民开立个人账户51万户，同时与港澳金

融机构联合推出大湾区跨境汇款特色

产品，从“体验优、时效高、费用低”三个

方面着手， 不断提升支付结算服务水

平， 进一步方便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

学习、工作。

2018年3月，工行在香港、澳门、广

州和深圳四地同步首发“工银粤港澳湾

区信用卡”， 该卡主要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及泛珠三角区域内具有跨境商务、投

资理财、旅游观光、购物消费等需求的

客户群体， 配备了诸多创新增值服务。

例如，该卡同时兼具“湾区内跨境交通

一卡通”功能，客户携带此卡就能顺利

进行广东城市交通拍卡支付、“深圳通”

公交地铁支付及消费应用、广深高铁拍

卡进闸等操作，还可享受粤港澳三地跨

境巴士和船票优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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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为港澳居民开立个人账户 51万户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广东

中行主动拥抱粤港澳大湾区，全力推动

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在“一桥双港三铁四高速”等项目

中，中行积极介入重点项目，助推基建

联通，截至 2019 年 3 月末，累计支持粤

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 70

个， 为项目建设提供授信总额超 140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港珠澳大桥主

体工程银团唯一牵头行和代理行，中国

银行在牵头银团保证大桥建设授信支

持力度的同时，为港珠澳大桥筹备通车

提供包括“中银智慧付”收单、收费、保

险等在内的一体化金融服务方案，为大

桥筹备通车运行、实现畅顺运转贡献了

中行智慧。

针对大湾区市民开办企业、跨境开

户、跨境消费、跨境置业等方面的金融

需求，中国银行推出了极具“湾区特色”

的金融产品。 今年 2 月，中行率先推出

大湾区个人客户“服务通”，客户只需在

粤港澳任意一地满足相应标准，即可在

大湾区内的中国银行指定机构开通个

人客户“服务通”，畅享粤港澳三地同城

化优质金融服务礼遇。 个人客户“服务

通” 的内容具体包括： 客户在内地、香

港、澳门同名账户之间汇款，全额免除

手续费；香港和澳门客户在广东省内可

享受借记卡跨行 ATM 取款手续费全

免、免费开立存款证明、保管箱租赁费

用折扣等 19 项业务费率优惠； 广东和

澳门客户在香港享受一年账户管理费

豁免。

同时， 在现有内地居民见证开立

港澳账户的基础上， 今年 3 月， 广东

中行推出“大湾区开户易” 业务， 为

香港居民开立内地个人银行账户提供

了便捷新渠道。 通过该业务， 年满 18

周岁且已在中银香港开立账户的香港

居民， 可实现足不出港开立内地中国

银行个人Ⅱ、 Ⅲ类账户。 账户激活后

更可在香港轻松管理内地中国银行账

户， 绑定电子支付 APP， 尽享大湾区

消费支付便利。

代表银行

5

：中国银行

率先推出大湾区个人客户“服务通”

金融澎湃，筑梦湾区。 在粤港澳大湾区内

共有 10 家二级分行和 2 家自贸区分行， 农业

银行广东省分行在服务建设大湾区的同时，正

发挥地缘和政策优势，在跨境支付、跨境贷款、

跨境投融等领域开拓更大市场，着力提升自身

整体竞争力。

近日，广东农行成功与万达通港珠澳大桥

珠海口岸客运公司达成缴费平台业务合作。 该

公司是一家经营出入境客运、网络客票销售的

客运公司，是政府唯一批准经营珠海市区往返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客运服务公司。 据悉，该

公司经营的人工岛接驳巴士业务共 15 条线

路， 购票渠道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

但缺少现场扫码支付上车渠道。 由于每天的交

易量大， 容易出现客户重复购买车票的情况，

但之前没有一套完善的退款机制能方便快捷

地给客户退款。

了解到该公司有迫切的缴费需求后，农行

立即组成专项服务团队，多次与该公司洽谈需

求细节。 根据客户需求，一是对该公司的 1～14

号线路直接通过“账单二维码”跳转到付款页

面，无需点击下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及支付效

率。 二是对 15 号线是 VIP 包车的情况，需知道

订车人，因此增加“联系人”关键字，确保公司

清楚包车联系人。 三是对重复缴费或者取消行

程的客户， 可将支付信息报送给万达通公司，

在后台登录缴费中心操作退款，款项原路返回

至客户账户。 该系统上线仅十来天， 共使用 4

条线路，发生交易 6427 笔，交易金额为 27 万余

元，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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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港珠澳大桥

珠海口岸缴费平台业务

随着《规划纲要》的公布，粤港澳之间的人

才流动将会越来越频繁。 记者从广发银行获

悉，近期广发信用卡与银联共同发布“粤港澳

大湾区畅游信用卡”， 为港澳同胞办理信用卡

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

此前，港澳同胞在内地工作，首次办理信

用卡的流程比较复杂，门槛也比较高。 大部分

的银行会要求港澳人士出具所供职的内地公

司相关资料， 对公司的注册资本有一定的要

求。 不仅如此，申请人还需要提交国内银行或

户籍银行的对账单等繁琐的资料。 如今，港澳

同胞来粤首次办理信用卡可以走“绿色通道”。

以广发信用卡携手银联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

畅游信用卡”为例，用户申请只需要身份证明、

税收证明和公司相关材料即可，办卡流程大为

简化，办卡门槛相较此前有了大幅度降低。

据介绍，考虑到粤港澳地区的居民频繁往

返各地的安全需要，银行还免费为“粤港澳大

湾区畅游信用卡”的持卡人提供了覆盖海陆空

意外的保险，为持卡人增加了一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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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同胞可走

“绿色通道”办信用卡

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共享大湾区金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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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广发信用卡与银联共同发布 “粤港澳大湾区畅游

信用卡”，为港澳同胞办理信用卡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

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在跨境支付、跨境贷款、跨境投融

等领域开拓更大市场，着力提升自身整体竞争力。

需要质与量的金融力量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