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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

今日，以“数字经济新时代，岭南金

融新活力” 为主题的第 11 届中国

（广

州）

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在广州琶洲

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广东华兴银行作为

参展银行，连续第 11 年亮相。

作为一家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金

融机构，一直以来，广东华兴银行主动

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实施平台化服务

战略，提升服务实体质效。 在本次金交

会上，广东华兴银行将全面展示该行在

金融科技、乡村振兴、特色服务等方面

的创新实践成果。

科技创新，暖心服务小微

当前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发

展使得现代社会和经济活动变得更加

灵活、 便捷、 智慧， 广东华兴银行顺

应“金融+科技” 新时代的需要， 在数

字化转型道路上弘扬数字金融创新精

神、 工匠精神， 充分运用科技创新金

融服务， 为企业解压减负、 降低成本，

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健康

快速发展。

展会上展出的“华兴快贷”“华兴易

贷”“华兴银行新市民·个人经营信用贷

款”等系列产品，就是广东华兴银行为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而推出的

一系列特色业务。 这些特色业务以其额

度高、申请易、审批快、授信广、还款活

的特点广受好评，实现线上申请、线上

评估、线上审批，以高效专业的服务助

力小微企业主融资。

与此同时，广东华兴银行积极响应

监管部门关于金融机构减费让利的方

针政策， 充分运用人行货币政策工具，

将低利率资金快速投向符合要求的小

微企业，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尽最大努

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成为有温

度、有态度的小微客群成长伙伴。

服务实体，践行乡村振兴

广东华兴银行立足地方经济，通过

长期以来的实践已探索出一条规模、质

量、效益、特色相对均衡的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的路径。 通过推出乡村振兴特色

产品， 积极做好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工

作，加大对“三农”重点领域的信贷支

持。 例如，“华兴银行乡村振兴·养殖贷”

就是广东华兴银行基于大数据运用，针

对经营粮蔬果、肉蛋奶等农业经营体系

的个人提供用于解决其农耕或养殖的

育种、化肥、饲料等经营活动需求的人

民币贷款，具有大数据风控、线上申请、

线上审批、利率优惠等特点。 广东华兴

银行将持续深耕小微， 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普惠金融，不断利用大数据风控策

略，缩短农户办贷时间和成本，实现“让

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的工作目

标。

多措并举，精准纾困减负

助企纾困,贵在精准,重在实效，由

于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短期，且各户企业

所面临困境不同，广东华兴银行具体根

据企业量身定制策略，对受疫情冲击较

大区域及行业的小微企业进行定向扶

持精准灌溉。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广东华兴银行

根据企业和个人需求，实行简化信贷资

料手续，缩短审批流程，优先提供足额

信贷资金支持。 定制推出“公司兴车贷”

“个人兴车贷”“保费 e 贷”等系列产品，

实施“精准化+个性化”业务发展策略，

同个人和企业共克时艰，稳健发展。

广东华兴银行坚持把支持小微企

业作为重点业务，对遇到经营困难的小

微企业，贷款授信不采取简单“一刀切”

的做法，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暂遇流动

性困难，还款意愿良好、有发展前景的

普惠小微型企业贷款借款人，给予延期

还本付息政策支持。

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

除了传统优势产业，绿色金融也是

近年来广东华兴银行重点支持的行业

之一。 广东华兴银行创新开发了多款专

项绿色金融产品，包括“兴碳贷”“节能

环保项目特许经营权质押融资业务”

“合同能源管理贷款”等，为企业盘活碳

资产，减少资金占用，有效解决中小绿

色企业轻资产、担保不足的问题，并针

对省内环保企业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

实行“审批优先、额度优先、价格优惠”，

对绿色信贷开通“绿色通道”，不断提高

绿色信贷服务质效，积极助力“碳中和”

“碳达峰”。

普惠于民，金交会专享理财产品

广东华兴银行为今年的金交会特

别打造了专享理财产品，包括映山红安

享回报 600 号

（金交会专享）

、映山红安

享回报 753 号

（金交会专享 ）

等惊喜产

品。 其中，映山红安享回报 600 号

（金交

会专享 ）

起购金额为 5 万元，业绩比较

基准为 3.95%； 映山红安享回报 753 号

（金交会专享）

起购金额为 50 万元，业

绩比较基准为 4.05%。 以上两款产品募

集期从 2022 年 6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

运作天数为 230 天。

近年来， 广东华兴银行还陆续推

出了“映山红” 等系列理财产品， 包

括“映山红兴享事成”“映山红兴享回

报”以及“映山红安享回报”等优质产

品。 此外，该行推出的“华兴卡”产品，具

有省钱、 生钱两大特点， 也广受市民

的欢迎。

深耕本土，服务大湾区

作为一家扎根于大湾区的城商行 ,

广东华兴银行全力支持大湾区建设，一

直以来积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民

生服务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支持。

此次展会推出的“存汇盈”，即是该

行面向进出口实体企业客户提供的外

币存款产品。 广东华兴银行通过“存汇

盈”外币存款产品服务方案，为客户资

产保值增值保驾护航，全方位支持粤港

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建设发展。

未来，广东华兴银行将不断丰富金

融服务内涵，继续依托在数字金融方面

的创新体系， 凭借特色化产品和服务，

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加大力度支持企

业发展、民生改善，持续为粤港澳大湾

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6 月 17 日， 光大银行与 5 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举行了战略合作

“云签约”仪式。 据悉，本次与光大银

行签约的 5 家企业分别为黑猫股

份、中天科技、科达利、亿嘉和和中

原内配。 这些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

业细分产品市场， 生产技术国际领

先，其中包括 4 家主板上市公司和 1

家中小板上市公司。

根据协议， 银企双方将在资金

结算、投资银行、交易银行、普惠金

融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共同助力

稳住经济大盘，推动实体经济稳定、

健康发展。

光大银行行长付万军在签约仪

式上表示，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

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基石， 中国经济

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

深入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全

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为稳住经济大盘贡献力量，光大

银行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提出

了六个方面 22 条具体举措。 针对制

造业等重点领域，按照“增投放、降

成本、稳供应、帮纾困”的原则，加大

信贷投放支持力度， 合理降低综合

融资成本助力企业纾困减负， 做好

重点领域专项支持， 保持优惠力度

同业可比。

各参会企业代表畅谈了对制造

业发展的展望， 并感谢光大银行提

供的优质、灵活的金融服务，希望通

过战略合作，共同助力稳经济、保大

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 工信部已发布 6 批制造

业单项冠军名单，共计 873 家企业。

截至 5 月底，光大银行已与其中 212

家企业开展信贷合作， 授信余额超

过 400 亿元。

光大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行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将“光大所

能”与“国家所需”“企业所需”紧密

结合， 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单项冠

军等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通过积极对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

具、扩大定价授权、优化授信审批等

举措，切实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助

力稳住经济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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