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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JIANGXI DAILYA4 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

为更好地落实国家鼓励金融机构
加大对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
排技术改造项目信贷支持的要求，华
夏银行积极支持并参与促进节能减排
事业，深入实践“绿色金融”，敢于担
当，开拓创新，并逐步形成五大优势。

丰富的国际金融机构转贷经验，
领先同业。华夏银行成功落实世界银
行节能转贷项目和法国开发署能效与
可再生能源绿色中间信贷项目，为从
事节能减排和开发新能源的企业提供
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转贷款业务已成
为该行特色业务，领先金融同业。

专业绿色融资团队，高效服务客
户。华夏银行已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绿
色融资团队，专注提供绿色金融服务，
全面、专业、高效服务客户。

国际国内全面合作，整合全球优
势资源。华夏银行对外与世界银行、
法国开发署等国际权威金融机构开展
了绿色信贷转贷款业务的全面合作，
对内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
节能协会等机构进行紧密合作，整合
国内外优势资源，帮助企业更快发展，
切实解决中小型节能服务公司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末，华夏银行累计为66个子项
目提供了转贷款服务，转贷资金投放
约 27亿元，配套人民币资金投放超过
45亿元。这些子项目预计每年可节约
标煤近 30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19万吨，相当于让北京市7万辆出租
车停驶 51个月。同时，企业实实在在
享受到了国际资金带来的低成本、长
期限，这些项目的平均融资成本比市
场平均低约10%，期限最长可达20年。

给予专项信贷规模，优先配置信
贷资源。华夏银行针对绿色信贷项目
给予专项信贷规模，优先配置资源，促
进转贷业务顺利开展，为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

积极创新，推出绿色金融创新产
品体系。华夏银行创新推出多款绿色
金融产品，包括具有成本优势的外国
政府转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转贷款系
列产品，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
押专项融资，对节能环保收益产生的
应收账款和未来收益权进行资产证券
化以及节能环保行业供应链金融服务
等多种绿色金融产品。

百舸争流 勇立潮头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崛起”
——江西省绿色金融政银企对接会暨华夏银行专场绿色金融会议召开

主办：江西省政府金融办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赣江新区管委会 承办：华夏银行南昌分行

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指出，绿
色崛起是江西发展的最佳路径。
良好生态是江西最为宝贵的财富、
最具竞争力的品牌，是实现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所
在。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打
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江西必须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有率先之
举、务实之效。强调要加快建设“金
融赣军”，大力发展区域性、特色化
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加快建设
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模式。

“让绿色金融成为绿色崛起强
大动力”，省委主要领导对江西绿
色金融发展模式定下了总基调。

9月12日上午，由省政府金融
办、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和赣江
新区管委会共同主办，华夏银行南
昌分行承办的“江西省绿色金融政
银企对接会”在赣江新区人力资源
产业园举行，共有14 家金融机构、
69 家企业代表参会。会议旨在加
快推进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调结构、
转方式、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强化政银企对接,促进实体经济
与金融互利共赢发展。会上，赣江
新区管委会与华夏银行南昌分行、

联合赤道环境评价有限公司进行
了合作协议签约。各银行机构也
和相关的绿色企业进行了绿色项
目签约。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安维尔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江
西杏林白马药业有限公司等 15 家
企业与华夏银行、江西银行、九江
银行签订了意向协议，协议总金额
达146亿元。

绿助崛起，点绿成金。据悉，
华夏银行深耕绿色金融领域16年，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绿色金融业务
管理体系，多次荣获“社会责任最
佳绿色金融奖”“最佳绿色金融服
务银行”等荣誉。近年来，华夏银
行南昌分行积极参与全省绿色发
展，倾力为我省上市绿色企业、新
三板挂牌绿色企业等企业融资提
供金融服务，大力支持新能源、旅
游、生态等绿色产业。华夏银行总
行领导杨俊介绍，为支持赣江新区
加快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华夏银行将累计投入赣江新区
绿色发展事业超500亿元。

在江西金融业竞相投身“绿色
金融”的百舸争流中，华夏银行南
昌分行勇立潮头、先行先试，在服
务赣鄱大地绿色崛起、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实践中争当
排头兵、做好铺路石。

罗志俭 柯凌云

精确找准产品切口，精心提
升战略高度，华夏银行始终以专
业的绿色金融产品，探索追求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近年来，华夏银行陆续开发
了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排污权抵
押贷款融资、特许经营权质押融
资、光伏贷等一系列专属产品，
同时积极整合金融同业资源，利
用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绿色
租赁等多种手段，为企业的绿色
融资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2016年，华夏银行独家承接
了世界银行“京津冀大气污染防
治融资创新项目”。据悉，该项
目总规模达 100亿元人民币，项
目成本低、执行程序简单、资金
使用效率高，是全球能源领域第
一笔结果导向型项目，也是世界
银行在中国单笔融资最大的项
目。华夏银行披露数据显示，截
至 2017 年末，该项目已累计投
放子项目 12 个，投入资金约 18
亿元人民币，其中含世界银行转

贷资金7902.98万欧元。这些子
项目每年可实现节省标煤 51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 125 万吨，为
京津冀地区的绿色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据了解，华夏银行未来还将
着重在“三个专业化”上持续发
力。一是通过行业专业化，重点
关注节能环保、生态治理、新能
源、绿色交通、绿色消费等领域，
提高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减少

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壁
垒。二是通过产品专业化，完善
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
绿色租赁等产品体系，持续强化
国际合作特色，提供更贴近绿色
产业需求的金融服务，降低融资
交易成本。三是通过人才专业
化，培养引进一批既熟悉金融、
又了解产业的复合型人才，为推
进绿色金融储备好人才，锻炼好
队伍。

深耕绿色金融，华夏银行既
“专”且“博”，所涉及的四大绿色融
资领域几乎覆盖了绿色金融所对应
的全部行业。

一是能效融资。该行围绕需求

端，针对能效和资源综合利用研发
了系列金融服务。重点涉及钢铁、
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电力、煤炭、
建材、机械、市政、交通运输等行业
的节能减排技改项目和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比如：燃煤工业锅炉
（窑炉）改造工程、内燃机系统优化
工程、电机系统节能改造工程、余
热余压回收利用工程、热电联产工
程、工业副产煤气回收利用工程、企
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工程、“两化”
融合促进节能减排工程及节能减排
培育工程。配套金融产品包括世界
银行转贷款、法国开发署（AFD）转
贷款、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租赁、项
目贷款、资产证券化及特许经营权
质押融资等。

二是清洁能源融资。该行围绕
能源端，针对清洁能源利用提供了
系列金融服务。主要包括风电、水
电、核电、太阳能利用、天然气发电、
生物质能利用、地热能等清洁能源
融资。重点领域有风力发电、水电
核电、太阳能发电及太阳能热利用、
生物质发电与供热及其他非化石燃
料应用。配套金融产品有银团贷
款、法国开发署（AFD）转贷款、项目
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及融资租赁等。

三是环保金融。该行针对环境
治理端就水资源、废气、固体废物
和城市环境治理等领域提供了系
列金融服务。重点领域包括水治
理方面，如河流治理、污水处理、水
资源节约利用等；废气治理，如工
业脱硫、脱硝及除尘等；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固体废物处理；城市
环境综合治理，如城市园林绿化、
植树造林等循环经济。配套金融
产品有银团贷款、项目贷款、流动
资金贷款、特许经营权质押融资及
融资租赁等。

四是绿色装备供应链融资。该
行围绕绿色设备供应链上下游制造
商提供了系列金融服务。重点领域
有新能源汽车、船舶、飞机、智能电
网、工业和建筑能效装备制造、环保
装备制造及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配
套金融产品包括银团贷款、项目贷
款、流动资金贷款 保理、银行承兑
汇票、商票保贴、融资租赁及外国政
府转贷款等。

绿色助力，坚定前行，华夏银行
南昌分行在绿色金融的道路上越走
越精彩。

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党委书记廖卫
东介绍，该行自 2012 年开业以来，努
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江西
经济、服务江西发展，累计为江西经济
发展投放资金 1000多亿元，累计上缴
各项税收超过1亿元，全力支持、倾心
助力省域经济建设和民生工程改善事
业。与此同时，该行紧紧围绕江西省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赣江新区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依托江西良好的经济环境和
充足的金融资源，健全绿色金融服务
体系，加大绿色信贷资源投入，加快绿
色金融产品创新，助力打造绿色金融
的“江西样板”。在全省金融机构中，
华夏银行率先成立“绿色金融”工作队
伍，组织专业人员，设立专项资金，寻
求“绿色项目”，对接“绿色经济”，服务

“绿色发展”，勇当江西绿色崛起的排
头兵。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乘着
绿色发展的东风，华夏银行南昌分行
奋力拼搏，砥砺前行，实现了“绿色金
融”同“绿色发展”相伴相长、开花结果。

绿色金融 发力“三个专业”

绿色先行 涉足“四大领域”

绿色发展 呈现“五大优势”

绿色助力 勇当排头兵
机器人小艾与华夏银行工作人员签约现场

华夏银行总行领导杨俊

江西省绿色金融政银企对接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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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南昌分行党委书记廖卫东一行走访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


