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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

企 业 风 采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在今天

开幕的第 11 届金交会上， 建行广东省

分行以“链通未来”为主题，围绕“产业

链 创新链 人才链”融合发展，打造了产

业集群“生态圈”、创新创业“朋友圈”、

人才引培“安居圈”三个特色展区。

纵观整个特色展区，以“建行蓝”为

主色调，以链衔接，环绕中心蒲公英光

球，寓意在建行新金融的助力下，以链

聚能、以链汇智，激活社会资源充分涌

动，普惠百姓民生、共享发展成果、点亮

美好生活。 如今年 4 月，建行广东省分

行与省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

）签署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 约定在 2022~2024 年为省内科创

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1200 亿

元，建行是四大行中提供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资金规模最大的国有银行。 截至

2021 年末， 建行广东省分行紧跟政府

导向， 服务制造业企业近 3.9 万家，提

供资金支持超 2200 亿元， 支持高新技

术企业超 3.3 万家， 提供资金支持近

1500 亿元， 在服务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耕耘不辍，矢志向前。

走进创新创业“朋友圈”。 在这里，

建行将位于“七棵树”壬丰大厦支行的

路演厅搬到金交会现场，并将企业成长

周期互动屏一并复刻至微缩路演厅的

展区中央。 记者了解到，下阶段该行还

将进一步推动数字工厂和创新实验室

落地，把 5G+智能银行打造成为营销中

心、展示中心、孵化中心、生产中心，建

立形成集项目设立、技术研发、数据分

析于一体的创新孵化生产基地，实现价

值创造，持续转化形成效益产出。 路演

厅代表着科技与金融的力量汇聚，在这

里，观众能来到位于展厅左侧的“体感

互动”照相机前，与金交会“链通未来”

建行展馆进行合影，分享朋友圈还可获

得精美礼品。

来到人才引培“安居圈”，可以体验

建行住房租赁样板间， 享受建行生活、

善融商务、数字人民币、商家折扣等优

惠活动。建行以人才引培“安居圈”为展

区主题，寓意在金融的助力下，企业可

以增添人才聚集动力，实现来粤人才安

居乐业的美好愿景。住房租赁保障性住

房样板间就是建行助推“租购并举”住

房制度建设，服务“新市民”安居生活所

做的积极探索。

据了解，本届金交会首次推出“数

字人民币”专题展区，展现了广州作为

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开启数字经济新

时代后的一系列成果。 建行在“数字人

民币”展区推出一批市民可广泛参与的

数字人民币消费体验活动，通过宣传普

及数字人民币相关知识，展示数字人民

币钱包、终端等硬件设备，体现了建行

在数字人民币应用推动、场景推广和银

政联动等方面的服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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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中国银行

亮相金交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第 11 届中国

（广州

） 国际金融交

易·博览会 （

下称 “金交会”

） 今天

在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展

馆开幕。 今年恰逢中国银行成立

110 周年， 本次中国银行展馆以

“薪火传承百十载 开拓创新向未来”

为主题， 采用流线型、 交互式、 开

放式的设计， 创意打造时光长廊、

数字人民币专区、 金融互动体验区、

冬奥打卡区等主题展区， 展示百年

中行辉煌历程和金融创新。

在中国银行展馆入口处， 一条

充满历史底蕴的“时光长廊” 跃入

眼帘， 长廊右侧是中国银行融入民

族复兴大业、 践行实体经济初心的

“时光印记”， 从战火纷飞年代的侨

汇、 外汇业务，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支持反封锁、 反禁运斗争； 从 66

年不间断服务“中国第一展” 广交

会， 到改革开放时期在岭南推出中

国第一张信用卡、 第一代 ATM 机

等； 从成为第一家同时 A+H 股上

市的国有商业银行， 到响应“一带

一路” 倡议、 助力港珠澳大桥建设、

成为国内唯一的“双奥银行”

（赞

助北京夏季奥运会、 北京冬季奥运

会）

， 每一个精彩的时刻， 无不浸润

着“报国图强、 支持实业” 的奉献

精神， 无不刻写下“与民分忧、 为

企赋能” 的鲜明印记。

在数字人民币展区， 市民可体

验科技创新与金融产品融合下的便

捷支付服务。 自数字人民币在广州

启动试点以来， 广州中行已落地

“食、 住、 行、 游、 购” 等多个金融

场景、 惠民服务， 如与 7-Eleven 便

利店合作， 落地小额高频数字人民

币线下收款场景， 与美团 APP 携手

推出消费礼包， 打造线上支付生态

圈。

同时， 要说最为火爆的活动，

那一定要数馆内的消费“薅羊毛”

啦， 现场数字人民币支付 1 元即可

畅玩全场： 1 元体验手磨咖啡， 尽

品小资体验； 1 元购买柠檬茶， 送

来夏日清凉； 1 元体验扭蛋机， 大

把礼物等你拿。 每天都有三场大型

抽奖活动， 奖品丰厚， 先到先得。

此外， 今年中国银行再次携手

奥运会， 成为独一无二的“双奥银

行”， 为北京冬奥会提供全方位、 高

水平的金融服务。 这次中国银行展

馆也请到了“冰墩墩” “雪容融”

两位顶流网红， 市民可拍照打卡，

现场还可办理信用卡。

工行广州分行亮相金交会

打造便企利民金融场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6 月

24 日，第 11 届金交会开幕。 工行广州

分行作为参展单位，以“金融初心为人

民，科技创新展担当”为主题，通过现场

丰富的产品展示和有趣的互动游戏，向

观众展示更便企利民的金融场景。

拓宽数字金融场景，促进居民消费

本届金交会上，该行通过软、硬件

综合展示数字人民币至新至全的应用

成果，智能 POS、无人售卖机、咖啡机等

数字人民币码支付场景展示、SIM 卡硬

钱包碰一碰支付、罗列主题硬件钱包实

物以及知名商家现场展销，都让观众

零距离体验数字人民币商超购物便

捷支付。 现场使用工行数字人民币

钱包购买指定商品最高享受 1 折优

惠。

在扩大内需促消费上，该行不断优

化信用卡分期付款、个人信用贷款等产

品，满足居民大额消费需求。与此同时，

在热门商圈及药店、便利店、餐饮、出游

等领域推出“爱购”促销活动，并联合衣

食住行游等日常消费领域龙头企业开

展“数字人民币支付立减”优惠活动，促

进居民消费。

坚守“金融为民”，满足惠民需求

一直以来， 工行广州分行践行

“金融为民” 责任意识， 深耕线上服

务。 先后打造了集手机银行、 “中国

工商银行客户服务” 微信服务号、 云

网点等行内外一体化的线上惠民服务

体系， 为广大客户提供资讯接收、 客

服咨询、 线上预约、 业务办理、 汇款

转账、 资金管理等多样化线上服务功

能， 将有温度的金融服务送到广大市

民身边。

聚焦“多元、贴心”两大特点，展位

还向观众展示创意内涵丰富、量身定制

的专属个人金融服务。 其中“工银薪管

家” 作为该行代发客户的专属服务专

区， 为代发客户提供“代发基础服务”

“我要赚”“我要借”“发福利”“帮你省”

五大服务。

时值 2022 年“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

‘钱袋子’”和“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

动期间， 工行广州分行积极开展普及

金融知识进金交会活动。 在展位设置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咨询台， 向现场观

众提供金融知识宣传和咨询服务， 积

极引导消费者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

动。

在金交会期间， 工行广州分行展

位更会举办“工行喊你集卡啦！ 扫码

解锁 2022 金交会好礼” 现场活动， 观

众到现场的指定点位办理业务或者查

看、 咨询业务就可立即扫码集卡， 集

齐 6 张不同的卡片就能参与线上抽奖

召唤礼品。

广东农行为客户带来数字

消费等一揽子特色体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通

讯员 王淼怡 王洁芬）

作为连续 11

年参展的金融机构， 农行广东分行

围绕今天开幕的第 11 届金交会“数

字经济新时代 岭南金融新活力”

主题， 设置了两处展位， 分别位于

3.2 馆银行馆和 2.2 馆数字人民币成

果展示区。

在银行馆的农行主展位， 满满

的现代感和科技感扑面而来， 让人

眼前一亮。 农行主展位以创意的设

计、 饱满的色彩、 丰富的内容， 充

分展示该行服务乡村振兴、 助力实

体经济、 推广数字人民币、 增色小

康生活等四大主题， 凸显了银企合

作、 共建共享、 惠及民生特色。

在这里， 该行精心搭建了“数

字人民币” “乡村振兴+数字人民

币” 消费场景， 并联合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广东东西部协作市

场、 广州增城和从化的龙头企业、

农行驻镇帮镇扶村金融助理、 非遗

传承人等， 将农行及合作伙伴的科

技创新和特色亮点一一呈现。

其中，一辆以“数币引领 畅想

未来”为主题的体验车极具特色。 车

头上，农行的掌银卡通形象“小豆”成

为打卡合影的一大元素。 在车身位

置，农行专门开设了“羊城通”专区、

数字人民币自助咖啡机体验区、数字

人民币天汇百货售卖区等各具特色

的金融服务区。 在车尾处，农行特别

制作了乡村振兴主题货架，展示了由

该行支持的企业或合作方带来的优

质特色农产品，市民们可使用数字人

民币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

在农行广东分行的支持下， 多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的好产

品也在金交会亮相。 在农行助力实

体经济展区， 不仅有生物科技沙盘

和数字物流交易平台展示， 还有包

装防伪知识普及专场沙龙。

在本届金交会上， 农行广东分

行特别邀请到一位“非遗传承人”

———韶关武江水车制作人涂祖奕。

涂祖奕将带着一辆按比例微缩精做

的水车来到现场， 向公众展示传统

农耕文化， 推动更多人参与到乡村

经济振兴、 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中

来。 为进一步加大传统文化推广，

农行广东分行与岭南金融博物馆联

合发行了“数字文创产品”， 并积极

参加 2022 岭南金融文化大使选拔大

赛， 为观众带来情景剧表演 《荔枝

红了》。

据悉，金交会期间，农行广东分

行还将参加广东金融业“我为群众办

实事” 实践活动优秀案例颁奖仪式，

将分别与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银

企双方就优化营商环境、创新产业链

金融服务等方面达成合作。

“拓链建圈，链通未来”

建行打造金交会特色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