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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服务中新互联互通服务中新互联互通 共建内陆开放高地共建内陆开放高地
专业联动
促成中新项目开花结果

2018年3月27日，由中国银行重
庆市分行作为联合牵头行的境内银团
为砂之船REITS项目成功放款19.6亿
元，为砂之船REITS完成了上市前融
资，成功协助企业于次日在新交所上
市。该笔业务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首笔落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项
目，是中国中西部地区首个在新加坡交
易所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项目。

“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中国银行
在金融服务上的大力支持。”该项目相
关负责人说道。

时间回溯到2016年末。此时，正
值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运营满一年，中新双方政府金融服
务、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四
大重点合作领域创新举措层出不穷，为
进一步加大金融领域创新力度，中新示
范项目管理局选择砂之船房地产投资
信托（Reits）作为中新项目金融领域的
新一年重要创新性项目推动。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得知项目信
息后，立刻与砂之船取得联系并得到积
极响应。期间，该行与中行新加坡分
行、星展银行多次召开电话会议，向新
方介绍砂之船国内项目的发展情况，共
同设计整体方案。

“经过长久的发展和积累，中国银
行已在海外5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海外
分支机构，金融服务涵盖商业银行、投
资银行、基金等多各方面，具备专业高
效的服务能力。我们对砂之船REITS
项目很有信心。”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负所望，2017年8月，经过前期
的酝酿准备，在中新局大力支持下，砂
之船Reits项目正式启动，该业务吸引
了众多同业的关注，中国银行重庆市分
行主动作为,最早为客户设计了产品方
案，并联动新加坡分行来渝与客户进行
深入沟通交流，实地查看了重庆、璧山
等奥特莱斯商场，对项目的关键细节进
行了磋商并达成一致。

此次助力砂之船房地产投资信托
在新加坡成功上市是该行落实境内外
联动一体化和中新互联互通金融创新
的切实举措，加强了中新互联互通，带
动了境内企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企业
探索利用跨境融资新渠道。

随后，中国银行积极利用新加坡在
债券发行、房地产信托产品（REITS）等
各类新型金融产品方面的成熟经验，进
一步推进重庆企业赴新加坡上市和发
行各类融资工具，开展跨境融资，通过
引进境外资金，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
资成本。

以中银国际、中银投作为例，先后
为领先的中资境外投行，离岸人民币债
券市场主要做市商，同时积极发挥其在
证券研究、销售等领域优势，助力重庆
及陆海新通道沿线企业在香港、新加坡
等地开展股票融资、债券融资活动，丰
富企业海外融资渠道，为重庆优势产业
和重点企业提供海外并购和财务顾问
等服务，助力企业登上国际资本市场舞
台，提高重庆及陆海新通道在国际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另外，中国银行利用自身国际化、
综合化经营优势，积极为中新及国际陆
海新通道沿线地区搭建跨境交流平台。

2019年3月12日，中国银行重庆
市分行联动新加坡支行、新加坡交易所

成功举办“重庆企业赴新加坡直接融资
业务交流会”，40家重庆重点企业参加
了会议，取得良好的效果。

2019年5月，在“西洽会”期间，由
重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银行共同主办
举办2019年中国（西部）‘一带一路’跨
境投资与贸易对接会，会议邀请了22
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海外企业，以及
西部9省市自治区的440家国内企业参
会。其中，新加坡及东盟国家参会企业
30余户，现场实现项目签约11项，帮助
重庆企业成功实现贸易、投资、技术引
进等一系列国际合作。

多元经营
服务地方经济“走出去”

飞机是市民出行的一项重要交通
工具，随着中新两国的合作逐年密切，
航班的需求量也在随之增大，在中国银
行重庆市分行的协助下，“保税租赁”模
式成功开启，这成为了中新两国之间国
际化合作的新方式。

2018年，重庆保税港区来了一批特
殊的“客人”——7架最新型总价值超过
20亿元人民币的空客A320neo飞机。

据介绍，这是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积极协助重庆航空通过“保税租赁”模
式与中银航空租赁合作的一个创新项

目。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点
示范项目，也是重庆本土航空公司迄今
为止引进飞机架数最多的单个项目。

重庆航空通过“保税租赁”模式引
进飞机，不仅有利于加快自身发展步
伐，也能够为重庆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助
一臂之力。同时，该项目标志着重庆向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及国际航空枢纽建
设迈出重要一步，对推动重庆航空产业
走向国际化提供现实模板，成为金融机
构服务地方经济的又一创新举措。

不仅如此，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在
服务地方经济“走出去”中，还有更多的
个性化举措——

2016年12月，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
行协作，为重庆市诚润机械有限公司成功
办理国际商业贷款，取得中小民营企业跨
境融资在重庆的突破，开拓和创新出一条
中小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的跨境融资渠道，为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提供了成功示范。

2016年8月，依托中新合作的政策
优势，仅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成功
发行中新示范项目下第二个、也是两江
新区首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拓宽企业融
资渠道，优化资本债务结构的同时，也
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为企业境外
的后续融资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6年1月，在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揭牌暨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上，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助力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与重庆市金
融办签署人才培训战略合作协议，利用
中国银行在新加坡的国际培训中心为
重庆组织培训金融专业人才，为中新示
范项目提供智力支持。

发挥优势
助力中新互联互通再取新成效

3年来，中国银行累计为中新企业
提供跨境结算、清算等服务100余亿美
元，通过银团贷款、跨境贷款、海外发
债、发行REITS（房地产信托）、融资租
赁等海内外联动多种渠道为中新企业
提供跨境融资支持超过200亿元人民
币。同时，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充分发
挥中国银行国际化、综合化优势，为中
新项目落地和中新合作开展提供咨询、
跨境撮合等一揽子服务。

新时代，新发展，新作为，站在金融
服务发展的首要端口，中国银行重庆市
分行将继续发挥传统优势，积极融入国
际市场，助力中新互联互通取得新成效。

据介绍，该行将继续支持企业在新
加坡上市和发行各类融资工具。充分
发挥中国银行多元化、一体化优势，利
用新加坡在房地产信托产品（REITs）
等各类新型金融产品方面的成熟经验，
进一步推进金科地产、临空投等重庆企
业赴新加坡上市和发行各类融资工具。

同时，进一步支持“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建设，一方面，加强与“陆海新
通道”沿线国家地区兄弟行的联动，做
好协调工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新
互联互通政策红利和重庆自贸区金融
创新的优势，推动物流金融创新业务的
发展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

另外，该行表示，还将积极做好进
口博览会跨境企业撮合工作，进一步推
进重庆和中国西部企业与“一带一路”、
中欧重庆班列、中新陆海联运新通道沿
线国家和地区企业间开展贸易和投资
合作，提升重庆对外开放水平。

未来，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将继续
从落实国家战略布局、推进重庆科学发
展和跨越发展的高度出发，积极融入中
新重庆互联互通发展，创新工作思路，创
新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机制，为重庆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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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四大优势”
倾力助推重庆发挥“三个作用”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重庆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更加注
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
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
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作为重庆本土最大的地方金融机
构，重庆农商行坚持扎根巴渝大地，实
现了“信用社—农商行—上市银行—万
亿农商行”的跨越式发展，积累了深厚、
独有的自身优势，在金融助力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方面发挥了“主力军”作
用。具体来讲，该行具有四大优势：

总部优势。充分发挥决策半径短、
审批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的总部优势，
为全市开放型市场主体订制个性化、综
合化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对“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重庆自贸区建设等国家及地方重大项
目，开辟授信业务绿色审批通道，优化
办贷流程，大幅提升了办贷效率。

服务优势。充分发挥网点数量多、
从业人员多、当地情况熟等优势，对分
支机构加大支持重庆发挥“三个作用”
的考核力度，有力提升了全行助力重庆
发挥“三个作用”的积极性。同时，对支
持“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重庆自贸区建设等项目实
施利率优惠，切实大幅降低了项目、企
业融资成本。

客群优势。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精准服务近30万户对公
客户，有效满足了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
需求。进一步搭建国际服务平台，有效
利用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家
银行机构建立的代理行关系，在海外代
付、国际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方面开展
广泛合作，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同时，发挥资本市场优势，以“A+H”股
上市为纽带，进一步强化与“一带一路”

沿线银行业务合作深度，不断提升国际
业务便利化水平。

产品优势。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探索新型业务，大力推广新加坡元公募
债券、国际结算、跨境直贷等特色业务，
充分利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等机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强化金融科技创
新，加大科技投入持续打造“智慧银
行”，通过金融科技创新优化业务流程、
提升服务质量，助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支持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加强国际业务创新
倾力助推重庆外向型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的平行车进出
口属于卖方市场，国际上还没有在海铁
多式联运信用证项下进行整车出口的
先例，且在还未形成成熟的交易模式的
情况下，供应商均不接受海铁多式联运
的信用证。这让正准备开展陆海新通
道项下平行车进口业务的瑸珞（重庆）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犯了难。

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破解重庆更
多进出口企业面临的类似问题，重庆农
商行充分把握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合作机遇，围绕“陆海新
通道”加强金融服务创新，并取得了显
著成效。2018年6月，经该行与迪拜当
地多家银行反复沟通协调，出口商终于
同意接受海铁多式联运进口信用证，实
现了“陆海新通道”项下信用证业务的
合作新模式——该行通过成功办理全
市首笔“陆海新通道”项下海铁多式联
运信用证开证业务，帮助瑸珞（重庆）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通过“陆海新通道”成
功进口整车，为客户利用“陆海新通道”
大规模进口平行车、降低运输成本和时
间成本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悉，重庆农商行此次“信用证+铁
海多式联运”业务是在“陆海新通道”项
下金融服务创新的一次成功探索，业务
的成功办理有利于金融机构进一步探
索陆上运输、多式联运的国际贸易融资

规则，促进陆上贸易结算融资便利化，
受到了全市同业及中新管理局的高度
关注。

2019年 2月，由重庆农商行参与
的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下首
笔新币公募债券在新交所成功发行。
据悉，该笔业务成功支持重庆巴南经
济园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前往新加坡发
行1.5亿新加坡币海外债。此前，重庆
农商行得知重庆市巴南经济园区建设
实业有限公司拟在新加坡发行该笔债
券，并拟采用银行备用信用证增信模
式。为支持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该
行积极沟通债项相关工作，积极采用
为该笔债券开立备用信用证进行增
信，协助其提高国际债项评级，确保了
该笔债券的成功发行。

据悉，这是该行继2016年成功办理
重庆市首笔由银行增信支持的海外发债
后，又一次通过增信的方式支持企业成
功实现海外发债。截至目前，重庆农商
行落地跨境融资项目30余个，总金额超
过10亿美元，占重庆市中新互联互通跨
境融资总额的15%以上，支持了20多家
企业获得境外融资，为企业打通了跨境
融资渠道，并降低了融资成本。

据了解，重庆农商行通过不断创
新，在国际业务方面成功实现多项产品
首发落地——落地全市首笔“陆海新通
道”进口开证业务、落地全市地方法人
银行首笔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
管理业务、落地本行首笔代客外汇远期
售汇业务、落地本行首笔跨境人民币项
下出口发票融资业务、落地本行首笔非
银拆借业务、落地全市首笔“支农”跨境
融资业务等等，这都为推进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加快内陆开
放高地建设增添了新的强劲动力。

加强金融服务创新
倾力助推陆海新通道建设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位于重庆
市沙坪坝区西部、内外环线之间，规划
面积 35.5 平方公里，是中欧班列（重
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陆海新通道”以及“渝满俄”“渝
甬”等跨境联运大动脉的起点，开创了
重庆乃至全国陆上互联互通的新时
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
园区纳入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成为“陆海新通道”的核心
策源地。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物流枢纽园区的开发建
设主体，主要承担园区土地整治、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园区开发深入，
公司资金需求不断增加，项目进度一度
因为资金短缺问题而放缓。为缓解公
司短期资金压力，重庆农商行除了对该
公司提供传统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
产贷款之外，还积极采取“内保外债”

“理财直融工具”“债权融资计划”等金
融产品，为该公司提供“一揽子”的综合
化金融服务。截至目前，重庆农商行为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授信约50亿
元，公司融资余额超过30亿元，有效缓
解了该公司的资金短缺难题，确保了重
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建设的有序推进。

据悉，2018年，重庆国际物流枢纽
园区新增入园企业516家，累计签约入
园企业1789户，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
额26.95亿美元，很多落户物流园的企
业都将重庆作为其在中国西南地区的
运营中心，以重庆为中心辐射西南、全
国乃至欧洲、中亚、东盟和澳洲。2018
年，园区中欧（重庆）班列全年开行1475
列，同比增长120%，累计开行3069列，
园区对外开放发展如火如荼。

此外，重庆农商行还联合广西、贵
州、甘肃等地区农信社，共同签署《多方
业务合作协议》，在金融产品、服务渠
道、金融科技和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开
展合作，支持上述省市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打通中西部内
陆与南部沿海、东南亚地区的物流贸易
通道，助推中西部地区实现联动发展新
格局。2019年11月，该行在第二届中
新金融峰会上，与中新南向通道（重庆）
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对该公司授信5亿元，用以支持陆
海新通道建设，发挥重庆作为“陆海新
通道”枢纽作用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运
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

下一步，重庆农商行将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加快业务产品
创新，倾力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庆自贸区建
设等国家及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及项目，
为推动重庆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
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徐一琪

重庆农商行积极支持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建设（本报资料图片）

11 月 4 日，2019 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金融峰会（以下简称“中新

金融峰会”）在重庆拉开帷

幕。该峰会不仅是“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的新亮点，还是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的重要推动力量，为金融业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更

多机遇，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在“自贸区+中

新项目”的双轮驱动下，重庆

积极做实做靓“内陆开放高

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发挥地区辐射带动力和生态

竞争力，在国家区域发展和

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而

重要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中国银行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连续两

年总行领导参加中新金融峰

会，并充分发挥其专业和资

源优势，为国际多边合作搭

建桥梁中发挥积极作用。作

为中行在渝机构，中国银行

重庆市分行围绕跨境人民币

贷款、跨境直接融资、跨境股

权投资基金、跨境金融结算

等方面，为中新金融互联互

通深度合作提供了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专业性的服

务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峰

会召开期间，中国银行重庆

市分行还与中新南向通道

（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该行将

进一步与企业加强全面合

作，积极支持企业发展和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为渝企赴新加坡直接融资搭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